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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
fuddin Idris Shah, berke-

nan melancarkan Management
and Science University (MSU) En-
vironment Sustainability Project
(MESp) 2019 membabitkan kola-
borasi pintar antara MSU, badan

bukan kerajaan (NGO) dan sya-
rikat korporat bertujuan mem-
perkasa kelestarian alam sekitar,
di sini semalam.
Program bertemakan ‘Nature

Appreciation’ adalah inisiatif MSU
untuk menyokong agenda global
oleh Pertubuhan Bangsa-Bangsa
Bersatu (PBB) terutama dalam
membangunkan kualiti alam se-
kitar dan kehidupan masyarakat
mampan pada masa hadapan.
Pada majlis itu, Tengku Amir

Shah berkenan menyaksikan ma-
jlis pertukaran memorandum per-
sefahaman (MoU) antara MSU de-
ngan Yayasan Anak Warisan Alam
(YAWA), Yayasan Hijau, Dorken Re-
ef Resources, KelabWarisan Sungai
Klang, NAZ Medical Supplies Sdn
BhddanPertubuhanPerlindungan
Khazanah Alam Malaysia (PEKA).
Baginda turut menyaksikan pe-

lantikan sebagai rakan strategik
MSU membabitkan Markas 11 Bri-
ged Infantri, AngkatanTenteraMa-
laysia (ATM), Jabatan Perhutanan

Selangor dan Woman in Gover-
nance & Technology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Selain itu, pelantikan turut

membabitkan Azam Perkasa Re-
sources Sdn Bhd, Bumi Kenyalang
Travel and Tours, MAEKO Mentari
Alam EKO (M) Sdn Bhd, Dorsett
Grand Subang, Cerna Minda, Tou-
rism Selangor serta Taman Botani
Shah Alam.
Yang turut hadir, Presiden MSU,

Prof Tan Sri Dr Mohd Shukri Ab
Yajid; Naib Canselor MSU, Prof
Puan Sri Dr Junainah Abd Hamid;
Panglima Briged Infantri Ke-11
ATM, Brigedier Jeneral Datuk Dr
MohdRadzi AbdulHamiddanPen-
garah Jabatan Perhutanan Selang-
or, Datuk Dr Mohd Puat Dahalan.

Penuhi objektif global
Sementara itu, Prof Mohd Shukri
dalam ucapannya berkata, MESp
2019 bermatlamat menggalakkan
pembabitan warga universiti dan
masyarakat dalam pelbagai aktiviti

berbentuk memulihara alam seki-
tar serta adat kebudayaan sejajar
memenuhi objektif globalMatlamat
Pembangunan Lestari oleh PBB.
Katanya, penganjuran acara itu

adalah bersempena dengan Sam-
butan Hari Hutan Sedunia pering-
kat antarabangsa yang akan di-
sambut esok.

“Program alam sekitar memer-
lukan sokongan berterusan dari-
pada semua pihak termasuk pe-
lajar kerana bukan sekadar subjek
dankurikulumsemata-mata tetapi
meluas, termasuk bagaimana un-
tuk kita membina serta mengem-
bangkan lagi kesedaran mengenai
perkara ini,” katanya.

Tengku Amir Shah berkenan melaksanakan simbolik pelancaran
MESp 2019 di Shah Alam, semalam. Yang hadir sama, Mohd Shukri dan
Junai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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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line Raja Muda Selangor lancar MESp 2019
MediaTitle Berita Harian
Date 20 Mar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Nasional Circulation 69,985
Page No 13 Readership 209,955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374 cm²
Journalist Mohd Khairul Anam Md Khairudin AdValue RM 12,89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38,676



Tambah hukuman jenayah alam sekitar 
SHAH ALAM 19 Mac - Selangor me-
minta Kerajaan Pusat meminda 
undang-undang alam sekitar sedia 
ada dengan menaikkan hukuman 
penjara dan jumlah denda, kerana 
kadar hukuman ketika ini dilihat 
sebagai tidak menggerunkan. 

Pengerusi Jawatankuasa Tetap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ST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negeri, 
Hee Loy Sian berkata, titah Sul-
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yang mahu pelaku je-
nayah alam sekitar dihukum te-
gas perlu diterjemahkan melalui 
pindaan undang-undang. 

"Kita sokong titah Tuanku. 
Dalam hal ini, kerajaan Pusat 
perlu pinda undang-undang 

kerana negeri tidak boleh pinda. 
Hukuman lima tahun penjara 
dan RMl00,000 denda dilihat 
sebagai terlalu lembut. 

"Kita cadangkan supaya huku-
man dinaikkan kepada 10 tahun 
penjara dan RM500,000 denda 
kerana jika rendah, mereka tak 
kisah,"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Utusan Malaysia di sini hari. 

Semalam, dalam titahnya, 
Sultan Sharafuddin menyeru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me-
laksanakan penguatkuasaan yang 
lebih serius terhadap mereka yang 
melepaskan sisa-sisa buangan ke 
sungai. 

Ini selepas baginda mendapat 
maklumat antara empat hingga 
lima sungai di Selangor telah terce-

mar dengan bahan-bahan buangan 
dari sisa pepejal dan sisa toksik. 

Sultan Selangor dipetik seba-
gai bertitah: 

"Jika perlu, undang-undang 
hendaklah dibuat untuk menge-
nakan hukuman yang berat kepada 
pesalah-pesalah yang mencemar-
kan sungai-sungai di Selangor ini. 

"Beta menitahkan agar ka-
wasan tadahan air dan hutan-
hutan simpan di Selangor 
dikekalkan dan dipelihara de-
ngan baik supaya sumber air 
di Selangor ini mencukupi dan 
tidak terjejas. 

"Kerajaan hendaklah memas-
tikan tiada aktiviti pembalakan 
berlaku di hutan-hutan simpan 
dan kawasan tadahan air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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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 SELANGOR

Sebanyak 21 projek rumah Selangorku membabitkan 11,396 unit sedang dalam pembinaan.Sebanyak 21 projek rumah Selangorku membabitkan 11,396 unit sedang dalam pembinaan.

Projek rumah
Selangorku

Dengkil 9,178 unit
Rawang (7,842 unit)
Klang (5,898 unit),
Petaling (4,479 unit),
Tanjung Dua Belas

(4,100 unit)
Ijok (3,706 unit)
Damansara (3,260 unit)
Beranang (2,726 unit)
Kajang (2,253 unit)
Morib (2,158 unit)
Bukit Raja (2,182 unit).

[FOTO HIASAN]

Oleh Khairul Azran Hussin
khaiazr@bh.com.my

Shah Alam

Sebanyak tiga projek rumah
Selangorku membabitkan
888 unit kediaman sudah si-

ap dibina serta diserahkan kunci
kepada pemiliknya hingga akhir
bulan lalu.
Pengerusi Jawatankuasa Peru-

mahandanKehidupanBandar,Ha-
niza Talha, berkata sebanyak 21
projek rumah Selangorku mem-
babitkan 11,396 unit sedang dalam

pembinaan manakala baki 90
projek kediaman jenis itu mem-
babitkan 45,426 unit masih dalam
perancangan.

Kawasan pembinaan
Beliau berkata jumlah berkenaan
adalah daripada 114 projek rumah
Selangorku membabitkan 57,710
unit yang diluluskan untuk pem-
binaan sejak 2016 sehingga akhir
bulan lalu.
“Rumah Selangorku banyak

dibina di Dengkil membabitkan
9,178 unit, Rawang (7,842 unit),
Klang (5,898 unit), Petaling

(4,479 unit), Tanjung Dua Belas
(4,100 unit), Ijok (3,706 unit)
dan Damansara sebanyak 3,260
unit.
“Selain itu di Beranang (2,726

unit), Kajang (2,253 unit), Morib
(2,158 unit) dan Bukit Raja (2,182
unit).
“Antara kawasan lain yang turut

dibina rumah Selangorku dalam
lingkunganantara 100hingga 2,000
unit ialah di Cheras, Ulu Yam,
Ampang, Cheras, Panchang Ben-
dena, Serendah, Semenyih, Sungai
Buloh, Hulu Kelang, Kapar dan
Jeram,”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pada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di sini, sema-
lam.
Beliau menjawab soalan Azmi-

zam Zaman Huri (PH PKR-Pela-
buhan Klang.
Azmizam ingin tahu bilangan

unit rumah Selangorku yang su-
dah dibina di negeri ini serta bi-
langan pemohon projek rumah
berkenaan.
Mengulas lanjut, Haniza berkata,

seramai 123,352 pemohon gagal
mendapatkan rumah Selangorku
sehingga 1 Mac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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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pertimbang
naik elaun nazir masjid
Selangor pertimbang
naik elaun nazir masjid
Shah Alam: Kerajaan Selangor
akan mempertimbangkan cada-
ngan untuk mengkaji semula
elaun bulanan nazir masjid di
negeri in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

din Shari, berkata ketika ini elaun
bulanan nazir masjid adalah se-
banyak RM200 dan cadangan ke-
naikan elaun itu akan dilakukan
jika ada keperluan untuk berbuat
demikian.

“Secara idealnya kerajaan negeri
sedang bergerak ke arah masjid
dalam bentuk pengurusan, de-
ngan pengurusan akan letak kadar
gaji ini pada tahap iktisas terten-
tu.

Shah Alam: Kerajaan Selangor
akan mempertimbangkan cada-
ngan untuk mengkaji semula
elaun bulanan nazir masjid di
negeri in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

din Shari, berkata ketika ini elaun
bulanan nazir masjid adalah se-
banyak RM200 dan cadangan ke-
naikan elaun itu akan dilakukan
jika ada keperluan untuk berbuat
demikian.

Teliti jika ada keperluan
“Kita akan meneliti perkara ini
pada masa yang sesuai sekiranya
ada keperluan,” katanya pada si-
dang Dewan Undangan (DUN) Se-

langor di sini, semalam.
Amirudin yang juga Ahli De-

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Sungai Tua berkata demikian ke-
tika menjawab soalan Datuk Ros-
ni Sohar (BN-UMNO Hulu Ber-
nam).
Kali terakhir elaun bulanan na-

zir dikaji semula ialah pada 2008
membabitkan kenaikan RM200 se-
bulan berbanding RM100 sebelum
itu.

Amirudin
berucap
pada
sidang
DUN
Selangor,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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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ng bakal bandar raya
warisan diraja pertama
Klang: Klang bakal menjadi
sebuahbandar rayawarisan
diraja pertama Malaysia
menjelang 2035, menerusi
projek Rancangan Tempa-
tan (RT) MPK 2035 (Peng-
gantian).
Yang Dipertua Majlis Per-

bandaran Klang, Datuk Mo-
hamad Yasid Bidin berkata,
sekiranya semua pihak
memberi sokongan sama
ada orang awam, pakar, pro-
fesional dalam usaha mem-
bangunkan Klang, pasti has-
rat itu tercapai, justerumen-
jadikan Klang bandar raya
Diraja pertamayang berjaya
diwujudkan di Malaysia.
Katanya,MPKperlumem-

perkasakan Klang sebagai
bandar raya warisan Diraja
dan pelabuhan berdaya
saing di peringkat global de-
ngan menekankan pemba-
ngunan secara mampan,
holistik, berimejkan bandar
warisan dan digital men-
jelang 2035.
“Draf RT ini disediakan se-

cara profesional, jadi kita ya-
kin, kita bolehmencapai has-
rat menjadikan Klang Ban-
daraya Warisan Diraja
menjelang 2035, tetapi kita

tetapperlumaklumbalasda-
ripada pihak luar untuk me-
lihat, memberi teguran, ca-
dangan penambahbaikan sa-
ma ada untukmemudahkan
lagi atau mempercepatkan
lagi usaha kita untuk men-
capai sasaran hasrat itu.

Minta pandangan
“Saya berharap, bukan sa-
haja pihak yang terbabit se-
cara langsung di Klang
memberi pandangan, kita
harap pihak profesional ju-
ga di luar sana yang mem-
punyai pandangan lebih
luas memberi komen yang
baikuntukpenambahanRT
MPK 2035 ini.
“Untuk menuju ke arah

itu, kita ada beberapa fokus
iaitu Dimensi Gunatanah
dan Sumber Asli, Dimensi
Ekonomi Berdaya Saing, Di-
mensi Komuniti Sejahtera,
Dimensi Persekitaran Ber-
kualiti, Dimensi Infrastruk-
tur dan Pengangkutan Efi-
sien dengan itu dimensi
yang dilihat dalam penye-
diaan draf ini,”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pada Program Publisti dan
Penyertaan Awam Draf
Rancangan Tempatan MPK
2035 (Penggantian) berte-
makan Klang Bandaraya
Warisan Diraja 2035 yang
dirasmikan oleh EXCO Pe-
rumahan dan Kehidupan
Bandar di Dewan Hamzah,
MPK di sini pagi tadi.
Mohamad Yasid berkata,

draf RT MPK 2035 ini amat
penting bukan sahaja ke-
pada pelabur atau pemaju
yang ingin memajukan dan
membangunkan Klang, te-
tapi juga perlu dilihat ja-
batan kerajaan lain seperti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
liran (JPS), JabatanKerjaRa-
ya (JKR), Tenaga Nasional
Berhad (TNB) serta agensi
utiliti lain.

Mohamad Yasid Bi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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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nyak 21 projek sedang dibina, manakala 90 projek dalam perancangan 

57,710 unit Rumah Selangorku 
SHAH ALAM - Kerajaan 

Selangor telah melulus-
kan sebanyak 

144 projek perumahan 
membabitkan pem-
binaan 57,710 unit Ru-
mah Selangorku sejak 
2016 sehingga 28 Feb-
ruari lepas. 

Exco Peruma-
han dan Kehidupan 
Bandar, Haniza Mo-
hamed Talha ber-
kata, daripada jumlah HANIZA 
tersebut, sebanyak 
tiga projek melibatkan 888 unit 
Rumah Selangorku telah siap 
dibina dan kuncinya sudah pun 
diserahkan kepada pemilik. 

"21 projek melibatkan 11,396 
unit rumah sedang dalam 

pembinaan, manakala baki 90 
projek melibatkan 45,426 unit 

masih dalam peran-
cangan," katanya pada 
persidangan Dewan 
Undangan Negeri Se-
langor di sini semalam. 

Beliau menjawab 
soalan Azmizam 
Zaman Huri (PH-
Pelabuhan Klang) 
berhubung bilangan 
unit Rumah Selangorku 
yang sudah dibina serta 
bilangan pemohon bagi 

projek perumahan terbabit. 
Mengulas lanjut, Haniza 

berkata, Dengkil mempunyai 
jumlah projek perumahan Ru-
mah Selangorku tertinggi meli-
batkan 9,178 unit rumah diikuti 

Rawang (7,842 unit), Klang 
(5,898 unit), Petaling (4,479 
unit), Tanjung Dua Belas (4,100 
unit), Ijok (3,706 unit) dan Da-

. mansara (3,260 unit). 
"Di Beranang pula terdapat 

2,726 unit, Kajang (2,253 unit), 
Morib (2,158 unit) dan Bukit Raja 
(2,182 unit). 

"Antara kawasan yang turut di-
bina Rumah Selangorku berjum-
lah antara 100 hingga 2,000 unit 
ialah Cheras, Ulu Yam, Ampang, 
Panchang Bendena, Serendah, 
Semenyih, Sungai Buloh, Hulu Ke-
lang Kapar dan Jeram," katanya. 

Tambahnya, bagi tempoh 
2016 hingga 1 Mac lalu, seramai 
123,352 pemohon gagal menda-
patkan Rumah Selangorku. 
- Bernama 

RUMAH SelangorKu Pangsapuri Gapura Bayu di Kajang dibina 
Sistem Binaan Berindustri (IBS) digital. 

~wm 
mengguna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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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uhi titah sultan

J 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akan 
melaksanakan titah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yang mahu sekolah-seko-
lah swasta tahfiz tidak ber-
daftar ditamatkan perkhid-
matan.  

Pengarahnya, Datuk 
Haris Kassim berkata, JAIS 
akan memastikan hanya 
pusat tahfiz berdaftar be-
roperasi di negeri ini.

“JAIS akan laksanakan 
sepertimana titah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
din semasa Istiadat pem-

JAIS pastikan 
hanya tahfiz 

berdaftar 
sahaja dibenar 

operasi

NUR FARHANA ABDUL 
MANAN

SHAH ALAM
HARIS KASIM

bukaan Persidangan Peng-
gal Kedua Dewan Negeri 
Selangor ke-14, semalam 
(kelmarin).

“Ini bagi memastikan 
pusat-pusat tahfiz yang be-
roperasi di negeri Selangor 
adalah berdaftar dengan 
pihak JAIS,”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kepada Si-
nar Harian, semalam.

Beliau berkata, JAIS 
akan mengambil langkah 
sewajarnya bagi memasti-
kan semua pusat tahfiz ti-
dak berdaftar diarahkan 
tutup dan henti beroperasi 
dalam masa terdekat ini.

Kelmarin, Sultan Se-
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menitahkan se-
kolah-sekolah swasta tahfiz 
yang tidak berdaftar den-

gan JAIS ditamatkan perk-
hidmatan.  

Baginda bertitah, pen-
didikan tahfiz di negeri 
Selangor telah menarik 
minat ramai ibu bapa dan 
pelajar. 

“Di Selangor sahaja 
terdapat 15,000 pelajar ta-
hfiz di 263 sekolah swasta 
tahfiz yang berdaftar den-
gan JAIS. 

“Oleh itu, sekolah-se-
kolah swasta tahfiz yang 
tidak berdaftar dan tidak 
mempunyai kokurikulum 
serta sistem pendidikan 
akademik moden perlu di-
tutup,” titah bag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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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 bukan fashion show!'. Itu 
penegasan Speaker DUN Se-
langor, Ng Suee Lim ketika 
mengulas mengenai tatacara 
pemakaian oleh beberapa 
ADUN yang dilihat tidak 
mengikut etika yang ditetap-
kan.

Suee Lim berkata, teguran 
itu diberikan kepada semua 
ADUN tanpa mengira dari-
pada kerajaan mahupun pem-
bangkang.

"Kita menghormati dewan 
yang mulia ini, dan masa sama 
rakyat perhatikan kita, jadi 
wajar untuk kita ikut peratur-
an sedia ada termasuk daripa-

da segi etika pemakaian.
"Ini bukan 'fashion show', 

yang mana pelbagai baju atau kot 
pelbagai warna, tapi ini dewan, 
kita perlu menghormatinya," ka-
tanya.

Terdahulu, Suee Lim mene-
gur beberapa ADUN yang dilihat 
tidak mengikuti peraturan pema-
kaian yang ditetapkan.

Teguran ditujukan kepada 
ADUN Bukit Lanjan, Elizabeth 
yang memakai kot berwarna pu-
tih manakala teguran juga dibe-
rikan kepada ADUN Sungai Pan-
jang, Datuk Mohd Imran Tamri 
kerana telefon berbunyi ketika 
sidang DUN berlangsung.

Elizabeth hadir ke sidang DUN memakai kot berwarna putih ditegur Speaker 
DUN kerana tidak mengikut etika pemakaian yang ditetapkan.

'Hormati dewan, ini bukan fashion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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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ajaan negeri fokus pembangunan usahawan secara holistik

Rodziah ketika menjawab pertanyaan Yi Wei, semalam.

KERAJAAN Selangor  menfokuskan 
kepada pembangunan usahawan seca-
ra holistik walaupun tiada pengkhusus-
an kategori sama ada belia atau wanita.

Exco Pembangunan Usahawan, 
Pembangunan Luar Bandar, Desa dan 
Kampung Tradisi, Rodziah Ismail 
 berkata, ia adalah signifikan untuk te-
rokai dan telah dibincangkan seawal 
Januari.

"Dengan melihat adanya potensi 
menfokuskan pembahagian usahawan 
ini, pendekatan yang berbeza dibuat 
kepada belia dan wanita.

"Kerajaan negeri juga telah melak-
sanakan kajian impak berkaitan inisia-
tif peduli rakyat dimana penglibatan 
usahawan belia dan wanita adalah wa-
jar untuk diberi fokus.

"Ia memandangkan golongan ini 
besar dan penerima bantuan di bawah 

program usahawan," katanya menja-
wab pertanyaan Lim Yi Wei (DAP-
Kampung Tunku).

Katanya, kerajaan negeri juga telah 
menetapkan bahawa salah satu daerah 
akan menjadikan Keusahawanan Bekia 
sebagai salah satu tema.

"Antara intipati program yang akan 
diadakan dalam program tersebut ada-
lah sesi dialog bersama usahawan 
muda, pendedahan kepada usahawan 
yang celik teknologi khususnya elemen 
industri 4.0.

"Dalam masa sama, usaha Jawatan-
kuasa Tetap Pembangunan Wanita 
menfokuskan beberapa inisiatif usaha-
wan wanita dan akan diambil maklum 
oleh Jawatankuasa Tetap Usahawan 
agar kesinambungannya akan diambil 
alih supaya lebih berfokus dan terus 
ditingkatka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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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ji semula elaun nazir
Selangor pertimbang 
keperluan naikkan 

elaun

SHAH ALAM

K erajaan Selangor akan 
mempertimbangkan untuk 
mengkaji semula elaun na-

zir masjid di seluruh negeri ini.
Menteri Besarnya, Amirudin 

Shari berkata, kajian akan meng-
ambil kira sama ada terdapat 
keperluan untuk menaikkan ela-
un RM200 sebulan yang ditetap-
kan kerajaan negeri setakat ini 
yang dikatakan terlalu rendah. 

Menurutnya, beliau menga-
kui nazir banyak memberi sum-

Amirudin akan pertimbang wujud atau tidak keperluan naikkan elaun nazir masjid.

bangan walaupun ada antara 
mereka menguruskan masjid 
secara sambilan.

"Walaupun nazir bekerja 
 tanpa gaji, namun kerajaan ne-
geri tetap beri sumbangan me-

lalui elaun. 
"Tapi, kita bersedia untuk se-

mak semula jika masa sesuai," 
katanya menjawab soalan tam-
bahan Datuk Rosni Sohar (BN-
Hulu Bernam) 

Rosni mendakwa elaun nazir 
masjid berjumlah RM200 sangat 
rendah dan tidak berbaloi dengan 
kerja-kerja mengurus masjid. 

Amirudin yang juga Adun 
Sungai Tua berkata, secara ideal-
nya kerajaan negeri kini sedang 
bergerak ke arah masjid dalam 
bentuk pengurusan, di mana 
pengurusan gaji akan dinilai pada 
tahap ikhtisas tertentu. 

Kali terakhir elaun nazir dika-
ji semula pada 2008 di mana ter-
dapat kenaikan RM200 sebulan 
berbanding RM100 sebelum 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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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bangkang Selangor kini enam bersaudara
PENAMBAHAN anggota baharu kum-
pulan pembangkang Selangor disifatkan  
sebagai isyarat bahawa kedudukan  kera-
jaan PH khususnya kerajaan negeri kini 
terancam. 

Ketua Pembangkang, Rizam Ismail 
berkata, dengan kehadiran kerusi Seme-
nyih menyertai pembangkang pada 

penggal  kedua ini menyaksikan pertu-
karan komposisi dari satu parti ke parti 
lain. 

"Semenyih kini diwakili ADUN baharu 
dari BN iaitu Zakaria Hanafi dan menja-
dikan ahli pembangkang Selangor kini 
enam bersaudara. 

"Terima kasih kepada pengundi Seme-

nyih yang memberi kepercayaan dan ini 
gambaran jelas,  rakyat tidak teragak-agak 
untuk menukar kedudukan parti yang 
memerintah atau mewakili kawasan me-
reka," katanya.

Pada perkembangan sama, Rizam tu-
rut menzahirkan ucapan terima kasih 
kepada pimpinan Pas Selangor dan kawa-

san yang menyumbangkan tenaga dalam 
memastikan kerusi Semenyih kembali 
kepada blok pembangkang. 

"Semoga kerjasama ini dapat terus di-
pereratkan sehingga baki penggal atas 
semangat pembangkang di negeri ini. 

"Kita mahu memastikan proses semak 
dan imbang terus berlangsung,"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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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kus isu sekolah 
tak cukup

K erajaan Selangor di-
harap dapat membe-
rikan perhatian ber-

hubung laporan Sinar 
Harian mengenai masalah 
kekurangan sekolah di ne-
geri ini.

Laporan berkenaan   
menyatakan kekurangan 

Isu kekurangan 
sekolah serius, 

masalah 
kiritikal

SHAH ALAM

Rizam mahu laporan mengenai isu kekurangan sekolah diberi 
perhatian serius.

y g
sekolah mengakibatkan 
ia tidak mencukupi un-
tuk menampung keper-
luan penduduk dan 
bilangan pelajar yang 
semakin meningkat.

Ketua Pembang-
kang, Rizam Ismail ber-
kata, isu itu juga secara 
tidak langsung meng-
gambarkan kekurangan 
sekolah sebagai satu per-
kara yang kritikal.

"Laporan yang diny-
atakan dalam akhbar 
berkenaan merupakan 

k i d
Laporan Sinar Harian 16 Mac lalu.

satu kelas, namun di sini 
ada di antaranya satu 
kelas boleh mencapai 30 
hingga ke 40 pelajar.

"Perkara ini saya 
percaya berlaku di ka-
wasan-kawasan DUN 
yang lain juga," katanya.

Sinar Harian mene-
rusi laporan Sinar Xtra 
pada 16 Mac lalu men-
getengahkan isu sekolah 
tidak mencukupi di Se-
langor sangat kritikal 
apabila bilangan pelajar 
melebihi jumlah sekolah 

perkara yang serius dan 
seharusnya diambil perha-
tian dengan sewajarnya 
oleh kerajaan negeri.

"Dengan statistik jumlah 
rakyat Selangor adalah sera-
mai 6.5 juta penduduk, su-
dah pastinya kekurangan 
sekolah ini perlu dilihat den-
gan lebih serius," katanya.

Pada perkembangan 

sama, pihaknya ingin 
mendapatkan kepastian 
jumlah sekolah rendah dan 
sekolah menengah ke-
bangsaan di negeri ini.

"Dalam soal ini, saya 
meminta kerajaan negeri 
melihat dengan lebih seri-
us, kalau kita lihat di nega-
ra maju, 25 pelajar untuk 

yang disediakan.
Berdasarkan Maklumat 

Asas Pendidikan Negeri 
Selangor sehingga 31 Janu-
ari lalu, jumlah sekolah 
rendah dan sekolah me-
nengah di negeri ini seba-
nyak 939, manakala 
bilangan pelajar sekolah 
rendah dan menengah se-
ramai 89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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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BETULAN
Merujuk berita 'Daroyah, Zakaria angkat sumpah jawatan' di halaman 18 
semalam, portfolio Adun Paya Jaras, Khairuddin Othman sepatutnya dibaca 
Exco Pembangunan Generasi Muda, Sukan dan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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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laki ditahan buang sisa kimia
KLANG – Seorang lelaki 
ditahan selepas dipercayai 
terlibat dalam pembuangan 
sisa bahan kimia di kolam 
tadahan banjir di Taman 
Eng Ann, di sini.

Ketua Polis Daerah 
Klang Utara, Asisten Komi-
sioner Nurulhuda Mohd 
Salleh berkata, suspek ber-
usia 26 tahun itu ditahan 
oleh sepasukan polis Baha-
gian Siasatan Jenayah Ibu 
Pejabat Polis Daerah (IPD) 
Klang Utara di sebuah ru-
mah di Jeram, Kuala Sela-
ngor, kira-kira jam 4.30 
petang kelmarin.

Menurut beliau, pihak-
nya turut merampas sebuah 
lori tangki jenis Hino diper-
cayai digunakan suspek 
untuk membuang sisa in-
dustri ke kolam berkenaan. 

“Suspek dipercayai me-
nerima tempahan daripada 
sebuah syarikat bagi mela-
kukan pembuangan sisa 
kimia itu. Semakan rekod 
mendapati suspek tidak 

MB minta penduduk tidak panik
KLANG- Menteri Besar Selangor meminta  penduduk  
Taman Eng Ann tidak panik kerana pihak berkuasa 
akan melakukan proses pembersihan secepat mungkin.

Katanya, sepasukan pegawai dari Lembaga Urus 
Air Selangor (LUAS) sudah membuat pemeriksaan. 

“Sampel sisa kimia sudah diambil. Saya arah tin-
dakan diambil untuk kerja mitigasi bendung dan ber-
sihkan sisa kimia ini dilaksanakan serta-merta.  Saya 
difahamkan pihak LUAS telah memulakan proses 
membendung dan mitigasi pada jam 8 malam tadi 
(kelmarin),” katanya.

Beliau juga meminta Unit Bencana Negeri Selangor 
memantau keadaan semasa dan bekerjasama dengan 
LUAS, Majlis Perbandaran Klang dan Jabatan Alam 
Sekitar Selangor untuk menyelesaikan kes tersebut. 

Pencemaran masih terkawal

S ebanyak 21 bahan 
industri ditemui da-
lam laporan awal 

kajian makmal yang dila-
kukan terhadap sampel 
pencemaran di lokasi ko-
lam takungan banjir di Ta-
man Eng Ann, di sini.

ADUN Bandar Baru 
Klang, Datuk Teng Chang 
Kim berkata, keadaan pen-
cemaran dalam situasi ter-
kawal dan orang awam 
diminta bertenang dan ti-
dak menyebarkan maklu-
mat palsu.

Beliau berkata, pihak-
nya juga masih menunggu 
keputusan penuh sampel 
berkenaan dan bentuk tin-
dakan selanjutnya selepas 
ini.

Ching Kim (kanan) ketika melawat lokasi kolam takungan banjir yang tercemar, semalam.

“Laporan awal daripada 
makmal mendapat 21 ba-
han kimia dikesan. 

“Sejak semalam (kel-
marin), Lembaga Urus Air 
Selangor (LUAS) telah 
menggunakan oil bomm
dan oil pad untuk menyed -
rap serta menyekat sisa 
buangan.

“LUAS juga sudah me-
nutup  kunci air Bukit Kuda 
bagi mengelakkan sisa bu-
angan masuk ke Sungai 
Klang dan kerja-kerja pem-

bersihan sudah dimulakan 
serta dijangka selesai sepe-
nuhnya dalam tempoh dua 
hari,” katanya pada sidang 
media selepas meninjau 
lokasi pencemaran, sema-
lam.

Mengulas lanjut, beliau 
yang juga Exco Pelaburan, 
Perindustrian dan Perda-
gangan, Industri Kecil dan 
Sederhana (IKS) Selangor 
berkata, siasatan awal men-
dapati modus operandi 
pembuangan sisa industri 

di buang berasingan di dua 
lokasi berlainan iaitu kawa-
san takungan air banjir dan 
beberapa longkang di ka-
wasan sekitar yang meng-
hubungkan laluan air se-
panjang 1.5 kilometer ke 
Sungai Klang.

Beliau berkata, sehing-
ga kini, sisa industri yang 
terdapat di kolam takung-
an banjir itu tidak mengalir 
ke longkang dan akan dise-
dut sepenuhnya sebelum 
dilupuskan.

“Pasukan forensik polis 
juga tiba di kawasan keja-
dian bagi menyiasat keja-
dian dan mengambil sam-
pel bahan kimia,” katanya.

Tambah Chang Kim, 
pihaknya mengucapkan 
terima kasih kepada orang 
awam yang bertindak un-
tuk menyalurkan maklu-
mat dengan pantas berhu-
bung kejadian itu.

Sementara itu, pada 
sidang media sama, Ketua 
Penolong Pengarah Kanan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Zuraini Ahmad Tajudin 
turut memaklumkan kes 
tersebut kini disiasat di ba-
wah Seksyen 25 Akta Kua-
liti Air Alam Sekeliling 
1974.

Beliau berkata, jika di-
sabitkan kesalahan, indivi-
du atau syarikat terlibat 
pencemaran itu boleh di-
denda sehingga R
atau penj

klima tahun atau k
duanya sek

21 bahan 
industri ditemui 

dalam sampel 
pencemaran 

kolam takungan

ASYRAF MUHAMMAD

KLANG

boleh di
000hingga RM100,000

imunjara maksimu
keun atau k

kali.

Laporan Sinar Harian Ahad lalu.

mempunyai sebarang rekod 
jenayah sebelum ini," kata-
nya dalam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Katanya, kes disiasat 
mengikut Seksyen 277 Ka-
nun Keseksaan iaitu me-
ngotorkan sesuatu kolam 
awam atau mata air.

“Suspek akan direman 
hari ini (semalam) untuk 
siasatan selanjutnya,” kata-
nya.

Khmis lalu, Sinar Hari-
an melaporkan Taman Eng 
Ann dikesan tercemar de-
ngan bahan kimia yang ma-
sih belum dikenal pasti di-
percayai dibuang pihak 
tidak bertanggungjawab.

Lembaga Urus Air Se-
langor (LUAS) mengesan 
bahan itu memasuki aliran 
air di kawasan berkenaan 
selepas menerima aduan 
orang awam jam 6 pe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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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ng Bandaraya Warisan Diraja

K ajian Rancangan Tempatan 
(RT) Majlis Perbandaran 
Klang (MPK) 2035 (Peng-

gantian) dilaksanakan ke arah 
memperkasakan Klang sebagai 
Bandaraya Warisan Diraja men-
jelang 2035.

Yang Dipertua MPK, Datuk 
Mohamad Yasid Bidin bagaima-
napun berkata, usaha itu tidak 
dapat dilaksanakan jika tiada ker-
jasama daripada orang ramai.

“RT MPK dilaksanakan untuk 
memperkasa Klang sebagai Ban-
daraya Warisan Diraja dan Pela-
buhan berdaya saing di peringkat 
global dengan menekankan pem-
bangunan mampan secara holistik 
dan berimejkan Bandar Warisan 
dan digital menjelang 2035.

“Ia juga memfokuskan ca-
dangan bagi menambah dan me-
naik taraf kemudahan awam se-

Mohamad Yasid (dua, kiri) mengiringi Haniza (depan) ke ruang pameran RT MPK 2035 di Dewan Hamzah, semalam.

perti hospital, pusat riadah, 
sekolah dan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bagi memastikan keperluan 
penduduk Klang dapat disediakan.

“Jadi untuk Program Publisiti 
dan Penyertaan Awam kali ini, kita 
mengharapkan akan mendapat 
lebih penglibatan awam yang me-
rangkumi 30 peratus daripada 
jumlah penduduk bagi memasti-
kan RT MPK menepati kehendak 
mereka, sekali gus menghasilkan 
pembangunan mampan serta les-
tari,”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
ka sidang media selepas program 
Publisiti dan Penyertaan Awam 
Draf Rancangan Tempatan MPK 
2035 (Penggantian), di Dewan 
Hamzah, di sini, semalam.

Turut hadir, Pengerusi Jawat-
ankuasa Tetap Perumahan dan 
Kehidupan Bandar, Haniza Talha.

Menurut beliau, MPK me-
rangka lima dimensi utama bagi 
mencapai visi dan wawasan dalam 
pembangunan di Klang termasuk 
dimensi guna tanah dan sumber 

asli, ekonomi berdaya saing, ko-
muniti sejahtera, persekitaran 
berkualiti, infrastruktur dan peng-
angkutan efisien serta governans 
efektif.

“Kesemua dimensi ini meng-
ambil kira 15 sektor utama anta-
ranya perancangan guna tanah, 
perumahan dan penempatan, 
komersil dan industri, kemudah-
an masyarakat dan komuniti, in-
frastruktur dan utiliti dan sebagai-
nya ke arah Smart Klang Mampan 
2035,” katanya.

RT MPK 2035 
(Penggantian) fokus 
lima dimensi utama 

pembangunan 
di Klang

AZIE YAHAYA

KLANG 

Tambah Mohamad Yasid, RT 
merupakan satu usaha jangka   
panjang bagi pihak berkuasa tem-
patan (PBT) bagi menentukan 
hala tuju dan corak pembangunan 
perbandaran.

“Rancangan ini juga akan me-
ngenal pasti keperluan sokongan 
kemudahan awam, infrastruktur 
dan pengangkutan pada masa 
akan datang. 

"Malah menjadi keperluan di 
peringkat agensi teknikal, swasta, 
individu serta orang awam dalam 
mendapatkan maklumat serta 
data-data perancangan dan pem-
bangunan.

“Justeru, saya berharap kepada 
semua agensi agar bersama-sama 
mengambil peranan untuk terlibat 
dalam memberikan pandangan, 
maklum balas dan idea semasa 
Program Publisiti dan Penyertaan 
Awam ini diadakan,” katanya.

FOTO: SALURAN KOMUNIKASI MPKLANG

Lima dimensi utama dalam 
pembangunan Klang iaitu  
sumber asli, ekonomi 
berdaya saing, komuniti 
sejahtera, persekitaran 
berkualiti, infrastruktur 
dan pengangkutan efisien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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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gai Ampang keruh, tercemar?

ADUN Lembah Jaya, 
Haniza Mohamed 
Talha meminta Maj-

lis Perbandaran Ampang 
Jaya (MPAJ) dan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JPS) 
Hulu Langat menjalankan 
siasatan ke atas Sungai 
Ampang kerana disyaki 
tercemar.

Haniza berkata, per-
mintaan berkenaan beri-

Gambar tular yang menunjukkan keadaan sungai keruh.

kutan tular di media sosial 
gambar sungai keruh dan 
bertukar warna yang dika-
takan sungai berkenaan. 

Bagaimanapun beliau 
menasihatkan supaya pen-
duduk tidak panik dan sen-

tiasa berhati-hati ketika 
melalui kawasan yang 
disyaki tercemar sehingga 
hasil siasatan diperolehi.

“Tindakan lanjut akan 
diambil sekiranya benar 
sungai tersebut didapati 

tercemar dengan bahan 
berbahaya,” katanya.

Menurutnya, orang ra-
mai juga diminta untuk 
tidak menyebarkan berita 
palsu berkenaan pence-
maran sungai di Ampang 

sehingga laporan siasatan 
dikeluarkan oleh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JPS) 
Hulu Langat.

“Sekiranya disyaki ka-
wasan sungai kawasan ke-
diaman anda dicemari 

dengan bahan berbahaya, 
anda boleh terus menghu-
bungi JPS di kawasan ber-
dekatan supaya langkah 
berjaga-jaga boleh dilaksa-
nakan dengan segera,” ka-
tanya.

Sementara itu, Penga-
rah JPS Selangor, Azmi 
Ibrahim ketika dihubungi 
Sinar Harian  memaklum-
kan pihaknya sudah mene-
rima aduan berkenaan dan 
sedang menyiasat punca 
kejadian.

“Tindakan lanjut juga 
akan diambil sewajarnya,” 
katanya.

Gambar sungai 
keruh tular di media 
sosial, JPS akan siasat

infoADUN minta 
MPAJ kenal pasti, 

nasihat 
penduduk tidak 

panik

AHMAD ISMADI ISMAIL

LEMBAH JAYA 

Ada yang mendakwa kontraktor pembaikan di lokasi keja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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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SHOW’

ELIZABETH WONG
RAPPED OVER ATTIRE
Selangor Assembly
speaker ticks off
Bukit Lanjan rep
for colourful outfit
DAWN CHAN
SHAH ALAM
cnews@nstp.c om.my

SELANGOR Backbenchers
Club chairman Elizabeth
Wong was on the receiv-
ing end of the Selangor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s
speaker for turning up in a
colourful outfit for yesterday’s
s i t t i n g.

Speaker Ng Suee Lim said there
was a need for house members
not only to be disciplined, but al-
so to adhere to the dress code.

“To all assemblymen, I have is-
sued a warning on the dress code

for women and men. We need to
wear black blazers.

“Bukit Lanjan (Wong), for ex-
ample, is in white. (Her attire) is
colourful, too,” said Ng before the
sitting adjourned for lunch
break .

Wong, a three -term a ssembly-
man, had worn a white blazer
over a white and light blue dress.
She also wore red boots.

Also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the
speaker ’s criticism was Barisan
Na sional’s Sungai Panjang as-
semblyman Datuk Mohd Imran
Tamrin for not putting his hand-
phone on silent mode during the
morning session.

Ng later told reporters that he
had repeatedly stressed, even
during the last sitting, the need
to adhere to the dress code,
which is dark lounge suits when
attending state assembly sit-
tings.

“Maybe we did not specifically

state the colour of the blazer for
women before.

“This may have led to some
confusion and they don clothes as
if they are in a fashion show and
come to the sitting.

“I feel there is something not
right about it.

“So today I told her off even
though she is the Selangor Back-
benchers Club chairman.

“The discipline and sanctity of
the house must be upheld.

“We do not want people to see
the house as a fashion show.

“In Selangor, we stress on
the discipline of all assemblymen
and we must be strict about
this.

“So it is better that I warn the
house today than let this matter
prolong, or else it will get out of
control and everyone will follow
s u i t .”

Wong said she would heed Ng’s
advic e.

Bukit Lanjan assemblyman Elizabeth Wong at the Selangor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yesterday. She was reprimanded by Speaker
Ng Suee Lim for wearing a white blazer over her white and light blue
dress, and a pair of red boots. PIC BY ROSLIN MAT TAH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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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Telco players' input 
sought to improve 
S'gor WiFi services 
>6 

Improving Selangor'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Major telco players invited to provide input 
and solutions for state's WiFi programme 
By PRIYA MENON 
priya@thestar.com.my 

VARIOUS telecommunication 
players will be called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services of the current 
WiFi Smart Selangor programme in 
the state. 

Selangor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Amenities, Agriculture, and 
Agro-Industry Committee chairman 
Izham Hashim said in an unprece-
dented move, the state would be sit-
ting down with telco players to bet-
ter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for the 
WiFi Smart Selangor programme. 

He said the companies would be 
put under a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mmittee spearheaded by Smart 
Selangor Delivery Unit (SSDU) and 
Smartsel. 

"SSDU will put their plan forward, 
and we will see which company is 
willing to invest in developing the 
corridor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he said. 

A meeting was recently held with 
10 of the major players where SSDU 
briefed them about the state's initia-
tive,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angor Wide Area Network 
(Swan). 

"Through this new committee, 
telco compani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prioritised initiatives, and invit-
ed to provide input and solutions. 
The committee will also discuss the 
best business model for the initia-
tives," he added. 

Izham said the idea was to give 
the private companies an opportu-
nity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state 
to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or 
risk having the business given to 
small-time players. 

"We have been getting a lot of 
offers from smaller players. We are 

not short of investors, so we will see 
if they are willing to take up the 
project," he added. 

According to him, smaller players 
were ready to provide the services 
at lower rates, making it an attrac-
tive offer for the state. 

The pressure now, he said, was on 
the telco companies to take up the 
challenge. 

Selangor, he added, was planning 
to provide high-speed broadband 
throughout the state in stages. 

The WiFi Smart Selangor service 
has been funded by the Mentri 
Besar Incorporated (MBI) since 
2015. However, in June last year, 
the services were handed over to 
Smartsel Sdn Bhd, a digital infra-
structure company wholly owned 
by MBI, to manage. 

WiFi Smart Selangor installation 
was done by its main supplier 
Telekom Malaysia Bhd (TM) and 
Celcom Mobile Sdn Bhd. 

"The two main issues are the cov-
erage area, especially in rural and 
suburban locations that do not have 
fibre optic bandwidth; and in highly 
populated areas with Internet-sawy 
users, the overall speed and custom-
er satisfaction," added Izham. 

The state has now managed to 
increase the optical fibre speed 
from 30Mbps to 50Mbps and 
100Mbps, as well as increase the 
user's speed from 1Mbps to 4Mbps. 

Izham said for Streamyx users, 
the state was working on increasing 
back haul speed to at least 10Mbps 
as well as users' Internet speed 
from 512kbps to 1Mbps. 

Kampung Tunku assemblyman 
Lim Yi Wei said it was a good thing 
that the state was looking into the 
infrastructure needed. 

"I hope the major players come 

onboard. I would be curious to 
know how that synchronises with 
the 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Commission (MCMC)'s 
plan to increase Internet speeds 
nationwide," she said. 

However, Lim said she would like 
to see improvements focused on 
WiFi Smart Selangor's objective of 
reducing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a more urban area like 
Kampug Tunku in Selangor, digital 
literacy is a challenge. 

"Most residents, including senior 
citizens, have smartphones with 
data plans, but not all are digitally 
savvy when it comes to accessing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informa-
tion," she said. 

For areas like this, she said educa-
tion and campaigns would work 
better instead of free WiFi. 

The assemblymen then can 
inform and guide residents on how 
to use systems like MBPJ's e-Aduan 
or Bantuan Sihat Smart Selangor, 
and provide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viral social media messages. 

Pandamaran assemblyman Tony 
Leong Tuck Chee, meanwhile, said 
free WiFi would benefit those living 
in low-cost flats. 

He said many could afford to pur-
chase their own WiFi dongle and 
would welcome the WiFi Smart 
Selangor service. 

This, he said, would be the first 
step for the state government to 
disseminate vital information on 
services provided for Selangor 
folk. 

"Free WiFi would enable them to 
follow announcements on our social 
media platform with relative ease 
as soon as programmes are 
announced," he added. 

Headline Improving Selangor`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20 Mar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201,943
Page No 1,6 Readership 605,829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384 cm²
Journalist Priya Menon AdValue RM 20,485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61,455



Only dark 
jackets, please 
SELANGOR Speaker Ng Suee Lim 
has ruled for all state assemblymen 
to attend the state assembly in 
dark-coloured jackets. 

He cited Bukit Lanjan assembly-
man Elizabeth Wong for wearing a 
white blazer. 

When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invitation letters to the state assem-
blymen stated that men wear 
dark-coloured suits and colour pref-
erence for women was not stated, 
Ng said under the Standing Order, 
the Speaker had the last word on 
such matters. 

"It doesn't matter what (colour) 
you wear underneath the blazer, 
but the blazer must be dark-colour-
ed. 

"It is important to uphold the dig-
nity and image of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I'm not against any particular 
person, the rule applies to everyone, 
including those in the Selangor 
backbenchers club," he said. 

Ng also reminded assemblymen 
to turn off their phones or put them 
on silent mode, in reference to 
Sungai Panjang assemblyman 
Datuk Mohd Imran Tamrin whose 
phone rang during the meeting. 

Ng may be known for his 
humour, but he is also a stickler for 
rules. 

During the last sitting, Ng com-
mented on Mohd Sany Hamzan's 
(PH-Taman Templer) attire of a 
dusty pink baju Melayu paired with 
songkok and green sampin. 

He advised Mohd Sany to come 
dressed in a lounge 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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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 private bus 
operators input 
State wants new routes to reach under-serviced areas 

Selangor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Board (PKNS) offers a free bus 
service within Shah Alam city centre. 

PRIVATE bus operators are wel-
come to propose bus routes to 
complement the public transporta-
tion system in Selangor.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state executive coun-
cillor Ng Sze Han said the state 
was hoping for the input to com-
plement transportation options in 
the Selangor Public Transport 
Masterplan (SPTM). 

"This is not only to solve the first 
mile/last mile issue, but also pro-
vide bus services to under-serviced 
areas. 

Ng said Petaling Jaya (MBPJ) and 
Shah Alam City Councils (MBSA) 
had each spent about RMlmil for 
community bus services in both 
cities. 

He said this in relation to 
Jamaliah Jamaluddin's (PH-Bandar 
Utama) question about the state 
government's latest plan to 
improve traffic system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the state. 

Ng also answered Michelle Ng's 
(PH-Subang Jaya) question on 
grease traps. 

"As stated in the Food 
Establishment Licensing By-law, it 
is mandatory for restaurants to 
instal grease traps. 

"The state government and local 
councils such as MBPJ, MBSA,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and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are taking stern action 
against food outlet operators who 
fail to comply with hygiene guide-
lines. 

'The councils conduct regular 
and scheduled enforcement activi-
ties. 

"Those who flout the guidelines 
were issued compounds under 
Section 47 of the Street, Drainage 
and Building Act 1974 (Act 133), 

while some were even ordered to 
close," he said. 

On a separate matter, Lee Kee 
Hiong (PH-Kuala Kubu Baru) asked 
about car-free day programmes 
organised by local councils. 

The eight councils that organ-

ised such events last year were 
MBSA, MBPJ, MPSJ,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Sepang 
Municipal Council, and Hulu 
Selangor District Council. 

Ng says MBPJ and MBSA has 
each spent about RMlmil for 
community bus services. 

The total cost spent by local 
councils on car-free day events 
were RM963,097.82. 

To a question on the cost, state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Hee Loy Sian agreed 
that expenditure on this was high. 

However, he clarified with the 
media that the car-free day events 
incurred such costs because it also 
encompassed other events such as 
carniv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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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林：遵守議會規矩 

出席州會丨 
(莎阿南I9日讯）“议会不 

要像时装表演，出席议员的服 
装都要端正。” 

雪州议长黄瑞林指出，不管 

是后座议员俱乐部、男女的朝 

野议员，都需遵守议会规矩， 

身穿黑色或暗色的外套。 

他在议会午休时受访时说， 

邓普勒区州议员莫哈末沙尼在 

上季议会时，因身穿马来服装 

而收到劝告，当时未涉及女性 

议员服装，但从明日起，男女 

议员都需遵守规矩，身穿暗黑 

色.白勺夕卜 
d “我不°管你里面穿什么颜色 

的衣服，但《—定要穿上暗黑色 
的外套。” 

點名黃潔冰 

较早前，他在议会内提醒， 

身穿白色外套的武吉兰樟区州 

议员兼后座议员俱乐部黄洁 

冰，同时点名双溪班让区州议 

员安然，在议会进行时必须把 

手机调至静音。 

黄瑞林强调，一些新科议员 

或感到不服或感到被针对，但 

他绝没有针对任何人，指示希 

望大家守纪律，是为了确保议 

会形象和议会的神圣得到捍 

卫。 

“我已针对该事与黄洁冰沟 

通，对方也表示了解。” 

此外，黄洁冰指出，之前的 

她认为本身服装并无不适，但 

•黄洁冰因身穿白色外套，而 

遭到议长提醒，要求改穿深色 

外套。 

与议长沟通后，会遵守议会常 

规。 

促檢討武吉拉貢森林保留地 

黃 .洁冰促请雪州政府应重 

新检讨武吉拉贡一段森 

林保留地，将在宪报废除的听 

证会，必须要加强听证会的举 

行，让受通知出席听证会者拥 

有更充足的时间。 

她说，该听证会是于2月举 

行，各单位包括国州议员和居 

民等也获通知出席。 

她指出，但让他们不满的是 

当局在听证会上，所给的时间 

太短，造成居民们没有更充足 

的时间提出他们的意见和建 

议。 
‘ °她说，在听证会上，相关发 

展商也被安排针对有关废除森 

林保留地的宪报和地段发等做 

出汇报，这让她们感到相当不 

解。 
。“我们认为听证会是有必要 

加强，虽然相关涉及废除森林 

保留地宪报的森林地段并不是 

很大，但却引起各界的反弹， 
雪州政府应关注此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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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9受影響地區派水 

(沙登I 9日讯)受到沙登区电力接 

驳站断电影响，导致水泵和蓄水 

池无法运作，雪州水供管理出动26 
辆流动水槽车到5 9个受影响地区派 

水。 
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指 

出，这次断电事件令17座蓄水池无 

法操作，受影响地区高达59个。 
“断水的地区分别是八打灵县44 

个，雪邦县3个和乌冷县12个。” 

他说，根据雪州水供管理有限 

公司数据，截至下午3时许，受影 

响的59个地区已有70%地区恢复水 

供。 

说，剩余地区预计明天能逐渐 

恢复水供，惟位于输水系统末端的 

地区则可能较迟全面恢复。 

他下午到史里肯邦安商业区巡视 

派水情况时，如是指出。 

随行的尚有梳邦再也市议员王奕 

翔、沙登新村村长唐竟发、雪州水 

供公司（Syabas)副主席(营运）阿末 

弗亚、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司(Ak 

Selangor)顾客服务和公关经理阿 

都拉奥夫。 
欧阳捍华赞扬雪州水供管理公司 

得悉沙登区的断水事件后，迅速展 

开应对措施，出动26辆水槽车到不 

同的断水地区。 

•州水供管理公 
^司准备2000瓶5 

公升饮用水，派发给 

有需要的商民。 

当局将派发地点设 

在史里肯邦安商业区 

(PSK),现场亦能申 

请水槽车服务。 

同时，史里肯邦安 

商业区设有柜台，会 
一直运作至水供全面 

恢复为止。 

需要水槽车服务的 

居民，可以发信息， 

写上名字和地址，发 

送到15300，或者拨 

打15300� 
若情况紧急，公众 

亦可以发送What Apps 

至 019-2816T93 或 

019-2800919� 

PSK 
派 
2000 
瓶 
5 
公 
升 
飲 
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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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納巴迪勞：提供器材微貸 

mmmmmrn 
雪州盡 
議 mw0m 'jtiflii 

(莎阿南19日讯）掌管社会经济、关爱政府事务的行政 

议员甘纳巴迪劳说，根据研究显示，州政府透过消贫蓝 

图，能有效增加人民收入。 

他指出，个人收入1500令吉以下和家 

庭收入3000令吉以下，可向州政府申请 

获得器材进行小生意，其他措施还有综 

合微型贷款。 

謹慎審核撥款 

他在回答武吉美拉华蒂州议员袓威礼 

亚的口头提问时说，根据智库达鲁依山 

研究所，对1171名受惠者做出的研究， 

显示877。或1019的人认同，以上计划是能 

够提高他们的收入。 

“依据最终报告，957。的人认同能透过 

计划提升收人。” 

甘纳巴迪劳直言，这项计划从启动至 

今，都是200万令吉的拨款，也因为有限 

的拨款，所以需要谨慎审核。 

他说，每项申请都是提呈给土地局， 

之后再呈交到经济策划单位，预计耗时3 

至4个月。 

他指出，面对一些紧急的申请，他已 

指示土地局直接交给经济策划单位。 

逾 
12 
萬 
宇 
請 
者 

房 
屋 

“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 

开跑至今，有12万3352 

名申请者，还未能成功申请。 

掌管房屋、城市发展的行政 

议员哈妮查指出，以上数据是 

截至本月1日，惟她没解释为 

何申请者未获得房屋。 

她回答巴生港口区州议员 

阿兹米占的口头提问时说， 

从2016年至今年2月，州政府 
已批准114项“我的雪兰莪房 

屋”计划，共5万TT10个单 

位。 

哈妮查指出，截至上月28 

日，有3个工程和884个单位已 

竣工，21项工程或1万1396个 

单位在施工中，同时9项计划 

在策划中。 

她说，在巴生港口州议席 

中，有9项计划，即5898个单 

位。 

黃思漢：監督餐館照顧衛生 

掌 
管地方政府、公共交 

'通和新村发展的行政 

议员黄思汉说，各地方政 

府已开始更严厉的行动， 

确保所有餐馆业者不会把 

垃圾丟进沟渠。 

他指出，每名商家在申 

请执照前，都被指示安装 

隔油器，地方政府每年更 

会到餐馆，就卫生给予评 

°他在回答梳邦再也区州 

议员黄美诗的提问时说， 

地方政府的卫生组和执照 

组，会时刻监督餐馆。 

水 
曰 

曰曰 

山 
申 
遺 

阿 
都 
拉 
昔 

未 
獲 
lESffi 
認 

•行政议员拿督邓章 

心交谈。 

钦（左）与大臣阿米鲁丁，在议会开始前开 

‘管雪州文化、旅游、 

•马来习俗的行政议员 

拿督阿都拉昔指出，水晶 

山(Permatang Kuarza) 

还未能通过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UNESCO)的认可， 

成为世界遗产。 

他说，要成为世界遗 

产是需要透过各种严苛 

的条件，其中一项条^件是保护和管理计划 

(CMP)，至少已执行2年。 

他在回答淡江区州议员沙阿里的提 

问时说，州政府针对该事委任三名顾 

成 
功 

问，顾问团认为水晶山未能成为世界遗 

产，但这景点有潜能成为国家地质公园 

(GeoPark)，未来还能向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申请，成为世界第二高的地质公园。 

阿都拉昔指出，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在 

上月已给予通过，让水晶山成为地质公 

园，借此刺激旅游业。 

针对沙阿里附加提问，会否上诉未能成 

为世界遗产时，阿都拉昔说，城乡发展局 

收到相关要求的话，相信会做出上诉。 

他补充，为了保护水晶山，毗邻地区的 

发展计划都必须经过地方政府和城乡局的 

发展。 

黃潔冰：若年尾收入增加 

把削減撥款還州選區 
，吉•樟区州议员黄洁 

冰促请雪州政府在年 

尾，尤其收入增加时，把 

削减的拨款重新还回给各 

州选区。 

黄洁冰在雪州议会中参 

与辩论雪州苏丹沙拉夫丁 

御词时说，据她了解，雪 

州政府今年已削减一些州 

选区的拨款，一些州选区 

拨款却有所增加。 

她说，过去数年，雪州 

政府每年拨出80万令吉给 

各州选区，但今年以选民 

人数调整选区拨款。 

她在州议会休会后，受 

询时希望雪州政府能增加 

选民人数已增加的州选区 

拨款，其余则保持每年80 

万令吉。 

她以金銮、梳邦再也和 

武吉a樟州选区为例，指 

选民人数超过6万人。 

經濟差人民需現金 

“虽然今年经济欠佳， 

讀州政府可能面对财务较 

吃紧的情况，但我不赞成 

雪州政府削减选区拨款， 

希望今年尾当收入增加 

时，州政府应补回之前扣 

除的选区拨款。” 

她也认为##|政府应增 

加现有的惠民政策拨款， 

让雪州子民能受惠。 

“目前经济非常差，人 

民需要更多现金，雪州政 

府可通过惠民计划，让更 

多现金到人民手上，让人 

民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做 
出消费。” 

双溪°比力区州议员刘天 

球说，其选区拨款减少7 

万令吉，对他们造成很大 

影响，特别是在推动选区 

活动。 

，#管雪州基本建设、公共 

设施和农业工业的行政 

议员依兹汉哈欣鼓励农民，按 

照标准作业程序种植，应对稻 

米产量下降的问题。 

他说，当农民面对稻米上的 

问题时，是能够向农民组织局 

他^回答沙白区州议员阿末 

慕斯达因的提问时说，透过合 

作社的方式或能提高产量，但 

更重要的是农民肯按照标准作 

业程序，所以必须提高对方的 

醒觉。 

他补充，在和农业与农基工 

业部会面后，从对方中得知产 

量降低，不仅是田地过小的问 

题，反之农民还需要关注各方 

面因素，包括按照作业程序， 

减低伤病伤害。 

if按照標準程序種植 
I應對稻米產量下降 

•去 
甘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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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小丨或 

政 
改 

虑、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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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固本或銀行過賬 
内巴迪劳指出，州政府 

1=1会考虑把100令吉“走， 

去购物” （Jom Shopping)的 

固本，换成透过银行过账。 

他说，以上做法会交给经济 

策划单位考量。 

他在口头提问环节，回答莲 

花苑区州议员黎潍福的建议 

时，这么指出。 

甘纳巴迪劳指出，这项惠 

民计划每年的拨款是840万令 
士 
口 9 让8万4000人受惠。 

他说，基于州政府有太多的 

惠民计划，所以已更改申请条 

例，包括一个家庭只有1人可 
申请、“精明雪州关爱妈妈 

卡”受惠者不能申请等。 

他说，州政府要谨慎使用财 

政预算，所以暂时无意去提高 

款额。 

针对有人每年重复领取，他 

指出，这些申请是各区的州议 

员去审核，他相信州议员会做 

出考量。 

•黄思汉（右）回答关于地方政府的课题；左是许来贤。 

通過各地方政府監圖 
確保交通系統受控制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说， 

雪州政府通过各地方政 

府的蓝图和研究，确保地方上 

的交通系统和管理受到控制。 

黄思汉在雪州议会中，回 

答万达镇区州议员嘉玛丽亚的 

口头提问时说，雪州政府与中 

央政府已在讨论基本设施和公 

共交通，尤其是由中央政府主 

导的行动理事会，雪州政府的 

多个部门也参与相关会议。 

他指出，州政府也会唔经济 

事务部，雪州政府也表达了希 

望能索回巴生第三大桥的建 

筑费，中央政府目前也同意逐 

步的汇出该工程的拨款。 

他说，州政府和乡区发展部 

举行会议，该部门同意拨出 

550万令吉给雪州政府，分别 

是推动200万令吉的社区基设 

和350万令吉衔接乡区道路。 
“州政府也和水源、土地和 

天然资源部举行会议，讨论水 

供重组计划，尤其是冷岳2计 
划。“ 

@洁冰说，雪州政府除了 

M加强对污染河流者的刑 

罚，应让相关人士承坦清理 

经费。 
’ im,虽然雪州水供管理 

机构和雪州环境局已有相关 

条文，但必须修改，以严惩 

些污染河流的人士。 

她指出，不只罚款，也应 

会、雪州水供管理机构等处 

理快速，让河流污染课题能 

在72个小时内获得处理。 

乌鲁安南区州议员拿督罗 

斯妮也站起来，以巴西古当 

的金金河污染课题揶揄，抨 

击柔佛州政府的处理缓慢， 

但其言论受到万津区州议员 

刘永山反击。 

监禁、暂停其商业活动、撤 

销执照等。 

“士毛月河2年前发生污染 

时，清理费耗资千万令吉， 

由州政府承担，相信巴生区 

的河流污染清理费也耗资钜 

额，我认为清理费应由肇事 
者承担。” 

她也赞扬讀州天灾委员 

黄洁冰说，雪州苏丹沙拉 

夫丁殿下为讀州议会开幕及 

献御词时，表明苏丹殿下对 

于河流污染和森林保留地的 

关注。 

她说，她非常支持苏丹殿 

下所提出的应对污染河流者 

加强惩罚，包括罚款和监狱 

等。 

运染河流應承坦清理費 

员
们
的
提
问
；
右
为
依
茲
汉
哈
欣
。 

•
西
蒂
玛
丽
亚(

左)

详
细
回
答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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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占：若沒嚴厲監督 

汚染事件 
(莎阿南1_9日讯）雪州反对 

党领袖礼占认为，若州政府没 

有展开严厉的监督行动，柔佛 

巴西古当河流污染事件，可能 

会在雪州上演。 

他提醒州政府，必须时刻监督拥 

有化学废料的工厂，且需要加强人 

手的话就不该犹豫。 

他恭贺行动迅速的单位，解决永 

安镇防洪池被污染的时间，并希望 

能尽快提控肇事者。 

礼占也是巫统双溪侨华区州议 

员。他今午在议会辩论苏丹施政御 

词时说，瓜冷县的洋垃圾已广为人 

知，外国媒体甚至前来报导，州政 

府必须小心解决，因为处理不当的 

话还会影响雪州的声誉。 

洋垃圾影響雪聲譽 

他说，根据去年的总审计司报 

告，前年州政府共批准342项工 

程，但完成的只有38项或11 .4%， 

进行中的是122项或36.6%， 

这样的表现令人失望。 

他指出，沙白区在8年 

前，原会兴建可负担房屋， 

但至今都还在搁置中，州政 

府必须给个说法。 

他也说，巫伊合作是捍卫 

穆斯林，但也会遵守国家宪 

法，不会忽略非穆斯林。 

工廠數量增雖帶來收入 

關注環境污染問題 
党昔江港区州议员阿末 

尤努斯说，州内工厂数 

量增加，的确能为政府带来 

收入，但州政府也需关注这 

些获批的工程，会否造成环 

境污染的问题。 

他说，其选区内最新的污 

染事件，就是仁嘉隆电池制 

造厂的排污管泄漏，流出的 

铅水已造成污染。 

他在议会上参与苏丹施政 

御词时说，上述工厂就建在 

排水系统上，在20 11年兴 

建，2014年开始启用，但在 

2017年发生火灾后，翌年再 

重新启用。 

阿末尤努斯质疑，电池制 

造厂属重工业，却建在中小 

型工业的地区。 
“当地还有一家纸张回收 

厂，对方也有工厂在中国和 

越南，但根据外媒报导，这 

家工厂在外国已造成污染事 
f牛。” 

k认为，州政府必须严正 

看待这些事件，以免环境遭 

到污染。 

他说，早前部长前来巡视 

后，100家非法工厂马上被关 

闭，试问每次都要部长前来 

才会关闭非法工厂？ 

他认为，地方政府应该积 

极行动，关闭非法运作的工 

厂。 

巴 
生港口区州议员阿兹米占促请雪州政府 

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全面处理非法 

工厂所引发的环境污染课题。 

阿兹米占周二下午在参与辩论雪州苏丹御词 

时说，非法工厂污染环境的课题迄今还是无法 

解决，更让他不解的是一些被取缔和查封的工 

厂，竟可在一个星期后又重新营业。 

他说，更让他们不解的是有关工厂还能获得 

水电供，当他们去向国查询时，却被告知他们 

并没有接到断电的通知。 

他指出，有关工厂包括塑料厂及化学厂等， 

除了非法营业，其中有部份更涉及污染环境， 

甚至于公开焚烧。 

一他认为各部门i�须要互相合作，包括地方政 

府？环境局等，大家不应该再互相的推卸，让 

非法工厂，？环境污染问题早日获得解决。 

“苏丹殿下在御词中也？注环境污染问题， 

我认为大家都应该要坐下来寻求一个解决方 

案，避免问题一再死灰复燃。” 

另外，他也建议州政府应成立委员会，全讨 

州内一些大道频发生交通意外和交通流动量高 

的问题。 

劉永山促請州政府 

探討無國籍孩子課題 
万 

津区州议员刘永山促请 

雪州政府，尤其是掌管 

教育事务的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与内政部讨论有关于无国 

籍孩子的课题，以寻求解决 

方案。 

他说，他接获一些投诉， 

指无国籍的孩子，因其籍问 

题，导致他们面对许多问 

题。 

“即使该孩子在体育和学 

术方面有杰出表现，但也可 

能因其国籍问题，造成无法 

代表州或国家出赛，这对于 

州和国家都是损失。” 

刘永山也对于瓜冷县议会 

升格市大表欢迎，并促请县 

议会未来在管理财务方面需 

要进一步加强。 

“瓜冷县议会拥有很强财 

务，据我了解，县议会于 

2017年在银行共有9400万令 

吉，相信现在应该是有超过 

1亿令吉，我希望能取得其 
最新的财务资料。” 

梳邦市會須解決3問題 

梳 邦再也区州议员黄美诗 

‘指出，即将升格的梳邦 

再也市议会，必须解决三项问 

题，包括何时落实“雪州精 

明泊车” （Smart Selangor 

parking)措施、管制废置单位 

及管制Ai rbnb的短租房屋。 

她说，许多人都在询问，梳 
邦再也几时才会出现“雪州 

精明泊车”，所以她希望这计 

划，能尽快在区内落实。 

她参与辩论苏丹施政御词时 

说，市议会在面对废置房屋 

时，都是发出通知信给屋主。 

黄美诗认为，废置的单位会 

引起蚊虫滋长，市议会发出通 

知信的做法，既耗时也需要更 

高的成本，现今是时候检讨这 

做法。 

针对Airbnb的短租房屋，她 

说，区内一些房屋被用来短租 

后，偶尔租户会带来许多客人 

并闹到晚上，市议会必须关注 

这样的问题。 

她补充，梳邦再也市议会不 

久后会升格，在这之前应该解 

决以上问题。 

•黄思汉（左）与史里肯邦安区州议 

员欧阳捍华，在议会厅外交流。 

黃思漢：鼓勵地方政府 

研究開發㈣目A 

掌 管膚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新 

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 

说，州政府鼓励地方政府研究区内巴 

土：路线，以协助巴士业者取得新路线 

的川行执照，加强地区的公共交通系 

统o 

’°黄思汉在州议会午休时受媒体询问 

时说，他已和数家巴士业者接触，向 

他们推介一些地方政府的巴士川行路 

线蓝图内，一些对巴士服务有高需求 

的路线。 
他’会°向交通部旗下陆路公共交通机 

构推荐，协助他们取得新路线的营业 

执照，以便开放更多的路线方便民众 

使用公共交通出入。 

“州内有许多需求量高的路线，但 

早前因为一些限制，业者无法取得巴 

土：的通行证，并我认为公共巴士领 

域应该全面开放，让该行业良性竞 
争。“ 

黄思汉说，州政府去年开始鼓励各 

地方政府研究区内的巴士路线，以掌 

握市民对于巴士服务的需求， 

他指出，州政府曾耗费100万令吉完 

成有轨公交系统蓝图，但当时并没有 

针对巴士路线的蓝图。 

藍圖供巴士業者參考 

“莎阿南市政厅及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分别耗费约100万令吉，完成巴士路 
线蓝图。” 

他说，蓝图记录著有需要巴士服务 

的路线图，这将成为巴士业者的参 

考，或是地方政府在增加免费精明巴 

士服务时，可参考该些蓝图。" 

他说，单在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的蓝 

图中，列出了100条需要巴士服务的路 

线，有意开发巴士路线的巴土业者可 

联络市政厅，以了解有关巴士服务的 

需求。 

•黄瑞林提醒男女议员遵守议会常规，身穿黑色或暗色 

的外套。 

^吉加星区州议员拉吉 

$ 乂夫建议雪州政府， 

通过各地方政府修改地方 

政府法令（undang undang 

kecil)，解决住宅区居民 

频面对车在泊车位的地点 

而遭取缔的情况。 

拉吉夫参与辩论雪州苏 

丹的开幕御词时说，他接 

获灵市一带的居民包括武 

加星州选区的居民投诉， 

执法人员进入住宅区取缔 

泊车问题。 

他说，居们把车辆停放 

在住家前，但因没有画上 

泊车位而接获罚单，虽然 

有关地区没画上黄线，但 

也因没有泊车格被对付。 
“我支持取缔停泊在黄 

线的车辆，但我认为如果 

車泊住家前遭取締 
拉吉夫建議修法解決 
没画上黄线，即使没有画 

上泊车位，地方政府应允 

许居民泊车，不应发出罚 
单给居民。” 

爭取靈市建醫院 

拉吉夫说，每逢星期六 

和星期日，加星山有许多 

来登山客，以外来者居 

多，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的 

执法人员1天可发出数十张 
~ 1 1  1 1  

父通iU单。 

梳邦再也区州议员黄美 

诗也提出轻快铁站附近住 

宅区，面对搭客把车辆停 

泊在住宅区，桁生泊车位 

问题。 

拉吉夫建议雪州政府向 

中央政府争取在灵市，建 

设一间中央医院，为灵市 

居民提供更廉宜的医疗服 

°他说，灵市一带虽然人 

口多，却没有中央医院， 

以致居民必须前往收费更 

高的马大医疗，或前往病 

人很多的双溪毛糯医院， 

或沙登医院。 

^2.吉夫促请雪州政府重新检讨分层地契的高楼住 

#宅单位，和有地住宅单位的门牌税和地税的差 

距，统一门牌税计算法。 

他说，他也是高楼住户，据他了解高楼住宅单位 

的地税和门牌税，比一般有地住宅区如排屋的门牌 

税和地税更闻。 

巴生新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钦当场纠正拉吉夫的 

言论，并表明其言论将引起公众混乱，有差距的应 

该是共管式公寓和服务公寓，而不是一般的公寓。 

“由于共管式公寓和服务公寓的土地属于商业用 

途，才会造成其门牌税和地税是比一般有地住宅来 
得高 ，， 

拉^夫较后纠正其言论，强调是针对共管式公寓 

和服务公寓。 

他强调，即使是共管式公寓或服务公寓，其门牌 

税和地税也应该和一般有地住宅单位的门牌税和地 

税统一，而不应该有差距，对于所有业者也公平。 

“目前购买服务公寓的都是来自于中等收入的阶 

层，如果门牌税或地税太高，对他们而言都将会构 
成负担。” 

丨足 
"口口 
A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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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來賢：喚醒減碳重要性 

鳥R遠計劃 
雪州行政 

无车日是项 

不只是要唤醒人民 

H生，也希 

望能鼓励公众使用公共交通。 

许来贤今日在雪州议会上， 

回答新古毛区州议员李继香的 

口头提问，有关雪州各地方政 

府于20 18年推动无车日活动 

时，这么指出。 

昔江港区州议员拿督阿末尤 

努斯和双武隆区州议员拿督三 

苏丁也在附加提问中，问及有 

关无车日的活动。 

许来贤说，举办项无车曰活 

动，约需3万令吉的经费。 

他坦言，上述经费确实有些 

贵，但州政府将会监督各地方 

政府所举行的活动，确保无车 

曰的活动能更有效地举行。 

他以莎阿南市政厅为例，表 

明该地方政府所举行的无车曰 

活动，目自11吸引超过2000人参 

与，证明目前公众是相当踊跃 

参与无车日的活动。 

鼓勵使用公交 

他说，无车曰活动不只是推 

动减碳排放，他们也希望鼓励 

公众多使用公共交通，尤其是 

上班族使用公共交通上下班， 

减少使用私家车。 
“无车日活动也鼓励公众多 

踏脚车，但因为本地天气炎 

热，影响踏脚车的活动，但我 

们希望未来能推动电子车、电 

动脚车和电动摩哆等。” 

他说，在201S年，在雪州共 

有8个地方政府举行无车曰活 

动，雪州政府希望在今年有更 

多地方政府能推动此活动。 

各地方政府辦無車曰活動所需經費 

各地方政府 无车日活动 费用 

莎阿南市政厅 从2018年1月至 

12月共举行10次 

35万2393令吉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从2018年3月至 

12月共举行5次 

21万令吉 

梳邦再也市议会 2018年10月28举行 1万5150令吉 

安邦再也市议会 2018年共举行11次 9万519令吉82仙 

士拉央市议会 2018年2月23日举行 4万令吉 

加影市议会 2018年11月11日举行 3万令吉 

雪邦市议会 2018年举行9次 6万5035令吉 

乌雪县议会 2018年8月至 

12月举行 

16万令吉 

总数 - 96万3097令吉82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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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餐厅后巷，可 

感受到臭味四溢 

的不适感，黄思 

汉强调，确保食 

肆卫生和干净是 

雪州政府的主要 

目标。（TSI)  

身著一_袭白色外套， 

罩著白色与浅绿色连身 

过膝长裙的公正党武吉 

兰樟区州议员黄洁冰， 

据称被议长黄瑞林以她 

为例点名“提醒”其穿 

著不符合女性议员的规 

范。对此，黄洁冰说， 

她接纳议长对女性衣著 

规范的指示与决定，所 

以接下来会身穿暗色外 

套出席州议会。 

针对被指穿著不符合 

女性议员的规范，黄洁 

冰较早时向记者出示州 

议会向议员发出的通知 

函指出，公函只阐明出 

席州议会的官员需穿暗 

色西装外套(lounge suit 

gelap )，女性则需端庄 

西装外套（blazer)，并 

没对女性的外套进行颜 

色规范。 

也是雪州希盟后座议 

员俱乐部主席的黄洁冰 

说，她会私底下向议 

长沟通和阐明本身的观 

点，并笑称本身不喜欢 

穿黑色外套，所以向来 

�h 

議長點名提醒 

都是以类似旳白色外套 

衬连身长裙出席州议 

会。雪州议长黄瑞林较 

后在议会厅外针对黄洁 

冰的回应指出，从本次 

州议会开始，雪州男女 

'议员皆需遵循穿暗色外 

套的衣著规范，并强调 

议长拥有对州议会事务 

的最终决定权。 

黄洁冰在议会午休 

时，有向我阐明了本身 

对女性衣著规范的观 

点，而她也愿意接受州 

_•议性也始 
黄长衣愿落 
洁黄著意实 
冰瑞规接的 
在林范受衣 
议阐观州著 
会明点议规 
午灰•。会范 
休本不从.。 
时身过本 
，妹，次 

向士她开 

议会从本次开始落实的 
衣著规范。“ 

黄瑞林强调，议员出 

席州议会不要穿得像来 

服装表演，需穿得整齐 

和暗色（外套）。 

他说，本身在州议会 

对议员衣著规范的要求 

没有针对任何人，无论 

是政府的行政议员、希 

盟后座议员或反对党议 

员，需基于议会是神圣 

的精神，一同维护和捍 

卫议会的形象。（TSI)  

动会一直持续下 
去° 

黄思汉也说， 

地方政府可基 

于2 0 0 7年食 

肆执照附属法 

令 ( U n d a n g -

U n d a n g  K e c i l  

P e l e s e n a n  

Establishment 

Makanan )的权 

限，限定食肆业 

者需先安装了滤 

油器，才可获得 

营业执照。 

"地方政府的 

执照组和卫生 

组，不时会连同 

县卫生署，对食 

肆业者进行检查 

与监督，包括每 

年为食肆进行分 

级制，因此无需 

另行成立一支检 

查食肆卫生的巡 

逻执法队。” 

针对国阵双武 

黄思漢：爲了營業執照 
一随 

(沙亚南19曰 

讯）掌管雪州地 

方政府、公共交 

通及华人新村发 

展事务的行政议 

员黄思汉披露， 

地方政府在发出 

食肆和餐厅营业 

执照前，已规定 

业者需安装滤油 

器，若食肆业者 

直接把食物残渣 

排出沟渠，地方 

政府可援弓11974 

年道路、沟渠及 

建筑物（1 33号 

法令）第47条文 

中，在路上置放 

尘埃和其他的违 

规罪名，向涉及 

业者开出罚单。 

他今日在雪州 

议会，回答行动 

党首邦市州议员 

黄美诗口头提问 

时说，州政府已 

展开一项轵极性 

的执法行动，由 

地方政府派员检 

查郴内所有食 

肆、餐厅和麻麻 

档，矢言这项行 

督
提
地
肆
食
严
去 

拿
加
内
食
丢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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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人口漸增病床不足 

雪5年内將建5醫院 
(雪兰莪19 

曰讯）掌管雪州 

卫生、福利及加 

强妇女与家庭事 

务行政议员西蒂 

玛丽亚披露，近 

年来，雪州人口 

渐增，导致医院 

面临著“病床不 

足”，患者也因. 

医院的空间不足 

而无法舒适的休 

息下，雪州政府 

决定将在州内再 

兴建5所医院。 

她接受《星 

报》访问说，州 

政府通过雪兰莪 

州立开发公司 

(PKNS )的全资 

子公司将计划在 

5年内建立5所医 

院。 

她称，这5所医 

院将分别建在哥 

打白沙罗、沙亚 

南、瓜雪、鹅唛 

以及万挠。万挠 

医院是5个计划 
中的第一个，一 

旦2023年施工完 

毕，其医院将拥 

有267张病床。 

她指出，这些 

医院将提供多学 

科服务，如：产 

科、妇科、儿 

科、整形外科、 

普通内科和普通 

外科，但这些医 

院不会有治疗癌 

症的专科中心。-

此外，西蒂玛 

丽亚表示要计划 

扩大巴生谷的全 

科诊所（GP )诊 

所网络。 

“雪州的医院 

处理的是传染病 

和非传染性疾病 

的患者，而糖尿 

病、高血压和缺 

血性心脏病等非 

传染性疾病已曰 

•西蒂玛丽亚 

说，雪州政府将 

在5年内建立5所 

医院。 

益严重。“ 

另一方面，她 

也意识到公众缺 

乏健康意识，才 

导致病患与日俱 

增。所以必须从 

小开始改变对健 

康不利的行为。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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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居林机场计1获J 

k司管理304运作 
(亚罗士打13日讯)吉打州话 

ŝ :拥有权，该公； 

协调、以及管理居林国际^^二切与该工程相关的批准,_ ，， 
建审项，将于3月4 BiE^® ““餅机職市挪公司是^ 

作。 丨HtV萬克里为萤亊主席、拿督安奴卓 

他说，联邦政府已原3席执行员、笼亊成员抱括州 

准吉打州政府兴建—座^书拿督_、丹斯里拿督查米 

机场，但棘，斯、以及吉_政巧济发展 

州政府可以_私人公郝减机_席•挪雜哭：^ 

琐计划。 ^上饥1」&吉里说，有兴趣协助这 

他说，居林国际机场坑过建计划者，可以联络居林机 

在瓜拉姆拉县，初摊段专如有限公誠提錢见，袖 

运输活动’ 

mnm 
阿兹敏阿里（右2)移交经济事务部门批准3988万9272令 

吉给吉打州政府的53项特别发展计划拨款，由慕克里（左 

2)接领，左为州秘书阿尔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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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16亿建居林机场 

中央批宙打7发展计H 
(亚罗士打19日讯）经济事务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为吉打 

州捎来7项总耗资3 2亿令吉发展 

计划的好消息，包括由私人界融 

资及估计耗资16亿令吉的居林国 

际机场兴建计划。 

7计划总耗资32亿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表示，7项计划当中，居林国际机场兴 

建计划是其中一项，而北马经济走廊将 

与私人界商讨有关居林国际机场兴建计 

划o 

他表示，首相敦马哈迪仔细研究吉 

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慕克里提呈的数项 

发展计划建议后，于周一在一项会议上 

批准上述7项计划。 

他说，在经济不景时刻，政府鼓励 

私人界扮演重要角色参与发展计划。 

但是，阿兹敏阿里没有进一步说明 

新建的居林国际机场的最终位置。 

其他已批准的计划包括在西塘发展 

耗资3亿令吉的制造与运输工业枢纽计 

划、在峨仑发展耗资200万令吉的石油 

化工业园计划、在亚罗士打兴建耗资 

150•万令吉的数码图书馆计划、兴建首 

期及第2期耗资17亿令吉从万拉答鲁至 

双溪大年，以及从万拉答鲁至槟城苏丹 

阿都哈林大桥的北马走廊大道计划。 

阿兹敏阿里于周二官访吉打州，在 

达鲁阿曼州政府大厦会见公务员上，这 

么表示。与会者有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 

里慕克里及州秘书拿督阿尔玛。 

慕克里较早前宣布，居林机场城市 

有艮公司(KXP AIRPORTCITY HOLD

ING SDN BHD)经已成立，负责策划、 

协调以及管理居林国际机场兴建事项， 

将于3月4曰正式运作。而居林国际机 

场的地点在瓜拉姆拉县，初步阶段专注 

是运输活动。# 

阿兹敏阿里（右2)移交经济事务部门批准3988万9272令吉给吉打州政府的53项特别发展计划拨款 

2)接领，左为州秘书阿尔玛。 

由慕克里（左 

每年拨款3千万 

吉贫户获派500元购物卡 
阿; 1邦政府与州政府 

将联合为州内5482户赤贫 

家庭“买单”，让这些家 

庭的妇女可以每个月凭卡 

到购物商场购买曰用品。 

他说，这是吉打州务 

大臣拿督斯里慕克里向中 

央政府提出的建议，而中 

央政府已同意并将每年拨 

出3000万令吉落实这项计 

划，受惠家庭的妇女将获 

得一张内存有400至5〇〇 

令吉价额的智能卡（kad 

pintar)，以便他们能凭卡到 

商场购买曰常用品。 

他说，这项协助贫穷 

家庭的计划命名为“达鲁 

阿曼妈妈旳爱” （Kasih 

ibu Darulaman，KIDA)， 

相信这项计划将惠及华 

玲、锡、铅及哥打士打。 

他说，雪州政府已落 

实类似的上述计划，即提 

供智能卡给家庭收入2500 

令吉以下的家庭购买曰用 

品，如今也在吉打州落实 

这项计划。 

制造就业机会 

吸引州民回流 

阿兹敏阿里希望这些 

计划能为吉打州吸引更多 

外来投资，制造更多就业 

机会给吉打州子民，以便 

州民可以回流吉打州，或 

无需再到外州工作。 

另外，他说，该部门 

也批准11亿3200万令吉 

作为吉打州2019年的发展 

拨款，包含201项耗资约 

10亿令吉的延续计划以及 

51项耗资8250万令吉的 

新计划。 

他说，中央政府与州 

政府有同一目标，即是希 

望吉打州城市与郊区的人 

民能够共享发展。 

他也说，政府希望能 

拉近各州、城市与郊区之 

间旳发展鸿沟以达到平衡 

发展，首相也强调有6个 

州属需要给予关注，即玻 

璃市、吉打、吉兰丹、登 

嘉楼、砂拉越及沙巴，以 

确保人民能共享繁荣。# 

Page 2 of 3

20 Mar 2019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59,667 • Page: A1,A4a
Printed Size: 115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2,995.00 • Item ID: MY003544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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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登大学岭廉价组屋 

露天焚烧引发林火 
欧阳捍华表示沙登大学岭廉价 

组屋露天焚烧引发的林火事件， 

火势是于晚上7时许开始，蔓延 

至隆布大道史里肯邦安出口的山 

坡上，由于相当靠近民宅，适逢 

天气炎热，必须小心处理。 

他也严厉谴责不负责任者不顾 

他人安危而露天焚烧，引发严重火 

灾。 

“数月前，旧沙登也发生一场 

严重林火，烧毁大片山坡，还差点 

烧到电缆。民众若发现有人露天焚 

烧，可马上致电梳邦再也市议会投 

诉。” 

PPU 3J/11KV 
SRI KEMBANQAN :.:Z 
TEL NO 15454 

(沙登19日讯）断电、断 

7X，还发生林火，沙登区 

多灾多难。 

咋天下午，沙登区电 

力接驳站疑发生爆炸事 

故，导致沙登新村、沙登 

岭、斯里沙登、怡观园、 

太子新界（Pinggiran 
Putra)、蒲种等地区昨 

午4时许断电逾14小 

时，影响约2万户居民。 

疑电力接驳站爆炸 

沙登区断电断水 
祸 

不单行的是，水泵和蓄水站需要 

电力维持运作，因此断电事件， 

也造成沙登新村和沙登岭部分地区市民断 

水。 

沙登部分地区断水 

另外，晚上7时许，沙登大学岭廉价 

组屋疑有人露天焚烧，火苗蔓延至后山山 

坡燃起熊熊烈火，消拯人员历时3小时才 

成功灭火。 

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今天分別 

于上午和下午时段，前往巡视区电力接驳 

站和断水的情况，据他向国能职员了解， 

获告知有发生爆炸事件（meletup)，但W 

仍在调查，所以无法进一步说明情况。 

“国能调动全马逾200个流动发电 

机，为当地变电站（suhstalion)供电，让 

沙登区陆续恢复电供，随着电供逐渐回 

复，水泵和蓄水池的运作也逐渐恢复，断 

水问题也解决。” 

沙登、蒲种区周一断电逾14小时，约2万户居民受影响。 

线15454，要求国能安排流动发电机到附 

近的变电站：丨 

询及网络流传此次断电事件的原因是 

因为沙登发展蓬勃，电力供应不足所致， 

他驳斥这项谣言，并呼吁公众别以讹传 

讹。 

驳斥电供不足谣言 

他说，电力接驳站维修1：作需要数 

日，暂时由流动发电机为变电站供电：而 

截至上午10时许，尚有约6000户的电供 

未恢复，电供迟迟未恢复者可致电国能热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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莪州政府积极鼓励地方 

政府研究辖内的巴士路 

线，并将协助巴士业者 

取得新路线的通行执 

照，完善公共交通系 

统。 

@管雪州地方政府、 

j公共交通和新村发 

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说， 

为了有效改善州内的塞车问 

题，州政府积极要求各地方政 

府研究他们辖内的巴士路线， 

了解一些地区的公共交通需 

要，以便通过巴士服务来完善 

公交网络。 

他今日出席雪州立法议 

会，针对万达镇州议员嘉玛丽 

雅在口头提问环节询问如何改 

善雪州的公共交通系统一事， 

于午休时刻接受媒体询问时这 

么说。 

他说，州政府早年曾耗费 

100万令吉完成有轨公交系统 

蓝图，但并没有针对巴士路线 

的蓝图作出研究。 

“因此，州政府去年开始 

鼓励各地方政府研究辖区内的 

巴士路线，以掌握市民的路线 

需求，0前莎阿南市政厅及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皆分別耗费约 

100万令吉，完成了他们的巴 

士路线蓝图。” 

他指出，蓝图记录着有需 

要巴士服务的路线图，这可为 

巴士业者或是地方政府在增加 

免费精明巴士服务时，提供参 

考o 

他举例，单单在灵市政 

厅，蓝图就列出了约100条需 

要巴士服务的路线，因此，他 

们希望有意开发路线的巴士业 

者可联络他们了解市场需求。 

“我0前也正与数家巴士 

业者接触，向他们推介研究蓝 

图内一些高需求的路线，并会 

向交通部旗下陆路公共交通机 

构推介，协助他们取得新路线 

的营业执照，以便开放更多的 

路线来方便民众使用公共交通 

出人 ” 

他表不，州内有许多局乘 

客量需求的路线，但旱前因为 

一些限制，业者无法取得巴士 

的通行证，并认为公共巴士领 

域应该全面开放，以良性竞 

争0 

黄思汉：要求中央政府兑现 

索回巴生三桥建造费 
雪州政府正向中央政府索 

回巴生第二大桥的建造费。 

黄思汉指出，有关申请巳 

交给经济事务部，要求中央政 

府兑现前朝政府当年同意拨款 

建造巴生第三大桥的承诺。 

他在回答嘉玛丽雅的口头 

提问时说，该K: 2.5公里的大 

桥耗费1亿9900万令吉建 

造° 

该大桥在2014年7月兴 

建，以缓和巴生的阻塞， 

鹅麦水晶山不获申遗 
掌管文化、旅游、马来习 

俗的行政议员拿督阿都拉锡 

指出，鹅麦的水晶山 

(Permatang Kuarza)还未會旨迪 

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的认可，成为世 

界遗产。 

他今早回答淡江区州议员 

沙阿里的提问时说，要成为 

世界遗产是需要通过各种严 

苛的条件，其中一项条件是 

保护和管理计划（CMP)，至 

少巳执行2年。 

“州政府针对该事委任式 

名顾问，顾问团认为水晶山 

未能成为世界遗产，但这景点 

有潜能成为国家地质公园 

(GeoPark)，未来还能向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成为世界 

第二高的地质公同。” 

他说，雪州经济行动理事 

会上月巳通过丨丨：水晶山成为地 

质公同，以刺激旅游业。 

针对沙阿里附加提问，会 

否上诉未能成为世界遗产时， 

阿都拉锡说，城乡发展局收到 

相关要求的话，相信会上诉。 

同时，为了保护水晶山，毗邻 

地区的发展计划都必须经过地 

方政府和城乡局的批准。 

黄瑞林：雪县市会获评为五星等级 

地方政府官员勿自满 
尽管雪州许多地方政府获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评为五星 

级，更获得雪州苏丹殿下点名 

称赞，惟雪州议K：黄瑞林希望 

地方政府官员不要因此肖满， 

并加倍努力工作，确保人民也 

能“亲身感受”五星级服务。 

他说，身为先进州属，许 

多雪州县市议会获得房政部评 

为五星等级，的确值得雪州苏 

丹沙拉夫丁殿下的称赞。 

黄瑞林发文告感谢雪州苏 

丹殿下R前在雪州议会开幕仪 

式发表的御词时强调，即使城 

市地区的市政厅或市议会表现 

出色，但郊区的县议会仍需加 

倍努力。 

“其中，减少各式申请程 

序的繁文縟节、提高基建维修 

和前线服务效率，更是所有地 

方政府应该提升的目标。” 

他也提醒地方政府即使获 

得官方体制的五星评分，但如 

果无法让人民产生认同感，也 

无济于事。 

黄瑞林说，雪州人口持续 

增长，加上经济活动活跃，产 

生的垃圾量逐年增加，以更具 

效率的方式减少或善用垃圾， 

是迈向先进州属的义键，而逐 

步收回垃圾处理服务的雪州政 

府子公司，即达鲁益山集团也 

获得民众好评：丨 

再生能源发展重点区 

他指出，如今而榄准备展 

开“垃圾转化能源”的新计 

划，更有效率处理垃圾，甚至 

转为发电方式，也彰显雪州政 

府具有把垃圾转为黄金的慧 

眼，未来有望成为再生能源的 

发展重点区。 

另外，黄瑞林也对雪州苏 

丹殿下强调各族需互相尊重， 

并善用社交媒体发布正面信息 

的提醒表示认同。 

阿兹米占促设特委会 

对付非法工厂防污染 
巴生港口州议员阿兹米占 

促请雪州政府成立特別委员 

会，专S]对付州内的非法丁 

厂，以免他们的操作造成环 

境污染。 

他在苏丹御词辩论环节激 

动的表示，巴生直落昂非法 

工厂排放的污水颜色“五彩 

缤纷”，今天是红色、明天 

是褐色等，此外还焚烧不能 

被回收处理的洋垃圾废塑 

料o 

”很多工厂都曾被查封和 

取缔，不明白为何该些非法丁 

厂还可重开操作，甚至还获得 

国能的电供，也有水供，这让 

人百思不得其解！ “ 

他指该些工厂有化学厂、 

塑料厂等。 

“我希望可成立一个特別 

委员会，召集各政府单位参 

与，全力对付及监督非法工 

厂，以免环境受到破坏。” 

他也表示曾两次把非法丁 

厂事件放上社交媒体，发现执 

法行动竟然提高了两倍。 

士毛月前州议员巴迪亚早前病逝，雪州立法议会周二也默哀一 

分钟。 

黄洁冰促州政府修改法令 

污染河流者须付清理费 
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冰 

促请州政府除了援引1999 

评雪州水供管理机构 

(LUAS)法令，以罚款及坐 

牢严惩涉及河流污染者或业 

者外，更是时候修改该法 

令，把污染河流的清理费也 

算在涉及犯错者身上！ 

她今午在辩论第14届 

第2季第1次雪州立法议会 

苏丹御词后，受媒体询问时 

赞扬雪州水供管理机构高效 

揪出污染河流者。 

“旱年，我们就针对污 

染加强了雪州水供管理机构 

法令，调高了刑罚与罚款， 

应该善用这法令来对付该些 

污染河流者，包括强制由他 

们承担清洁费用，负起责 

任。” 

她说，去年士毛月河流 

被人丢入化学物受污染时， 

州政府就耗费了 1000万令 

吉清理河流；包括最近发生 

在巴西古当县的金金河污染 

事件，也花费了 1000万令 

吉清理，因此。政府应该让 

犯错者承担清理费以严惩他 

们，吓阻商民。 

她也建议，一旦掌握证 

据，须吊销执照及停止他们 

的运作。 

确保厂家遵守条规 

加强监督河流污染 
雪州议会反对党领袖暨 

双溪侨华州议员利占促请 

州政府，加强监督河流污 

染问题，尤其是涉及化学 

物的丁厂，确保厂家全面 

遵守条规，避免造成人民 

恐慌或影响。 

“我知道，要展开监督 

不易，必要时应增加执法 

人员。” 

他也要求州政府采取即 

时行动，应对河流污染问 

题，并把违法者提控上 

庭，避免再发生类似巴生 

永安镇防洪蓄水池的污染 

事故。 

W 雪州议会 

• 
报道：潘丽婷 

摄影：叶添益 

(莎阿南19日讯）雪兰 

鼓励地方政府了解需求 

黄瑞林促州议员穿着须端庄 

勿把议会当时装秀场 
雪州议tc：黄瑞林再次促请 

州议员参与立法议会必须衣着 

端庄，外套须深暗色为主，勿 

把议会当成时装秀场。 

他甚至在场以武吉兰樟州 

议员黄洁冰的服装作为例子， 

并针对双溪班止州议员英然的 

手机忘了启动静音一事，要求 

在场者关注，必须把手机调为 

静音或关闭，以示尊重。 

黄洁冰今天身穿白及浅青 

色的过膝洋装，白色外套及朱 

红色小短靴出席州议会。 

外套须深暗色为主 

这并非黄瑞林首次在州议 

会要求出席议员或官员衣着端 

庄，上季州议会，他就曾针邓 

普勒州议员莫哈末沙尼在非星 

期五身着马来传统服装出席议 

会一事加以提醒，而今日午休 

前，又再次提醒在场议员须身 

穿深暗色的外套， 

无论如何，黄洁冰在议会 

走廊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议 

会期间穿正式和深色西衣只针 

对男性议员，女性议员是要求 

端装庄和穿外套，并向记者展 

示手机里面的通告。 

“很多年前，副首相拿督 

斯里旺阿兹莎医生被选为加影 

州议员时，就曾询问我有关议 

会期间穿著的颜色，我当时就 

查过了，州议会或国会只针对 

男性的穿著要求深色，并没有 

限制女性议员服装的颜色。” 

她也说，木身不喜欢黑色 

的外套，觉得太热，而且过去 

多次出席议会都是穿白色外 

套，从没面对问题，因此将趁 

午餐时间和议长交流穿著的 

事’ 

黄洁冰（左二）针对穿着问题 

讨论，并认为裙子过膝没问题 

黄思汉及依约州议员依德利斯< 

午休时刻与黄瑞林（左）再次 

引起其他议员的关注。右起为 

统一外套颜色维护议会形象 
黄瑞林强调，议会是神圣 

的地方，五颜六色的服饰并不 

合适，如同时装秀，有鉴于 

此，他今日会发出新的指令， 

要求所有议员及官员的外套必 

须是深暗色，以维护议会的形 

象。 

他也澄清，议会并非拒绝 

马来传服装，但只许男性在星 

期五穿，其他的R子以暗黑色 

西装为主。 

他坦言，很多新议员并不 

清楚条规及惯例，有时出现一 

些小问题，令官员产生混淆为 

何有的人可以如此穿，有的乂 

不可以，失去了标准。 

“这并非是针对个人，我 

没有针对谁，议会是神圣的， 

应该有标准的穿著以维护形 
任 ” 

家• 

”我会发出最新指示，促 

请出席议会的议员或官员，必 

须以深暗色的西式外套为主， 

如黑色，女性的服装颜色深浅 

没问题，但必须端庄；至于外 

套。也必须是深暗色的〗 

许来贤：去年耗96万 

无车日运动成本高 
掌管雪州科学、丁艺及革 

新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坦 

承，由地方政府承办的无车R 

运动去年共耗费逾96万令吉 

举办，有的每场平均花费约3 

万令吉，成木开销太高，不 

过，这项运动还纳入很多活动 

供民众参与。 

他说，州政府的用意是提 

高民众醒觉意识，进而带动他 

们多使用公共交通，包括建脚 

车道以鼓励更多人使用脚车夕卜 

出，共车去工作等等，以减少 

私家车的使用fi达到减碳目 

标。. 

他今早在雪州立法会议， 

回应新古毛州议员李继香的附 

家提问，质疑8家地方政府在 

去年耗费逾96万令吉推动无 

车日运动开销是否过高时，这 

么回应。 

不过，来自昔江港的州议 

员阿末尤努斯认为地方政府耗 

费打造的脚车道乏人问津。 

许来贤承认，以现有情 

况，州政府打造的脚车道乏人 

2018年雪州无车日 

地方政府 
举办 

次数 

开销 

(令吉） 

莎阿南市政 

Jy 
10 35 万 2393 

八打灵再也 
21万 

市政厅 
J 21万 

梳邦再也市 1 1 万 5150 
议会 

1 1 万 5150 

安邦再也市 
11 9 万 519 

议会 
11 9 万 519 

士拉央市议 
1 4万 

会 
1 4万 

加影市议会 1 3万 

雪邦市议会 9 6 万 5035 

乌雪县议会 
8月办至 

12月 
16万 

总数 - 96 万 3097 

使用，惟这是项K：远的醒觉运 

动，并无法在短时间内取得效 

果，州政府也一直在监督脚车 

道的使用情况。 

较早前，他回应李继香有 

关无车日的口头提问时提到， 

2018年，雪州共有8个地方政 

府举办无车R运动，此活动的 

目的在于推动醒觉，减少依赖 

私家车及降低城市的排碳量。 

申请执照前彡€先装隔油器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 

议员黄思汉指出，雪州各地 

方政府都有援用2007年食品 

管制法令，强制餐饮业者在 

申请执照时，须先为店铺安 

装隔油器，以免食物残渣流 

人沟渠内：‘ 

他说，地方政府不时也有 

组队，连同县卫生局一同展 

开取缔行动，以着重雪州餐 

饮业的卫生及清洁，包括嘛 

嘛餐饮店也得安装隔油器， 

加强卫生。 

他今早口头回应梳邦再也 

州议员黄美诗有关餐饮业者 

把食物残渣排人沟内的提问 

时说，地方政府会援引1974 

年道路、渠道及建筑物法令 

对付把脏物排入沟者。 

针对双溪武龙州议员拿督 

3苏丁指依旧看到许多餐饮 

店店前卫生，店后发臭，要 

求州政府采措施解决的附加 

提问，黄思汉指当局不时有 

米取行动，并通过突击检查 

及评星制度来评分餐饮店的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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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吉打7发展计划获批 

居林建国际机场 
(亚罗士打19日讯）经济事 

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今 

日为吉打州人民捎来7项喜 

讯，包括兴建居林国际机场。 

他说，首相敦马哈迪医生 

是在仔细研究吉打州务大臣拿 

督斯里慕克力提呈的数项发展 

计划建议后，于周一主持第 

20届北马经济走廊特区会议 

时，一口 批准在吉打州进行 

7项总耗资32亿令吉的发展 

计划，当中包括由私人界融 

资，估计耗资16亿令吉的居 

林国际机场兴建计划。 

他表示，北马经济走廊将 

与私人界商讨居林国际机场兴 

建计划，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 

该机场计划的最终位置。 

阿兹敏阿里今R官访吉 

打，在达鲁阿曼州政府大厦与 

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慕克 

力、州秘书拿督安马与联邦和 

州政府公务员会面后，在新闻 

发布会这么表示。 

阿兹敏表示，随着吉打7 

项发展计划获批，希望州内公 

务员给予全面配合，确保吉打 

未来良好发展。 

他说，联邦政府认为，在 

经济上，不仅要拉近城乡距 

离，也要拉近富裕州属和贫穷 

州屈的距离。 

“此前提下，东马的沙巴 

和砂拉越，以及西马的吉兰 

丹、登嘉楼、吉打及玻璃市， 

都被规划为需要关注的州 
属° ” 

mmi 

KELULUSAN PROJEK KHAS 
KEMENTERIAN HAL EHWAL EKONOM1 

KERAJAAN NEGERI KEDAH 

JUMLAH: 53 PROJEK 

RM39.889.272.00 

v . . i w  

阿兹敏（右）移交模型支票予慕克力。 

牺牲可发展地保留稻田 
吉打理应获更多援助 

7项已批准计划 

耗资16亿令吉的居林国际机场 

耗资3亿令吉在西塘推行制造与运输工业枢纽计划 

耗资200万令吉在莪仑推行石油化工业园计划 

耗资1500万令吉在亚罗士打兴建数字图书馆 

耗资17亿令吉兴建万拉峑鲁至双溪大年，以及万拉峑鲁至槟城 

第二大桥的直通大道 

每年拨出3000万令吉推行“达鲁阿曼关怀母亲卡”计划，让州 

5482户赤贫家庭的家庭的妇女每个月可持内存400至500令吉 

价额的智能卡，到购物商场购买日用品 

提供额外的11亿3000万令吉拨款，推动吉打州内发展计划， 

以供吉打州政府推动51项新发展计划，以及延续201项正在进 

行的计划 

阿兹敏表示，吉打受惠的 

原因，正如州务大臣慕克力 

所强调的，吉打被迫保留稻 

田，牺牲可发展地段以供应 

米粮予全国。 

此外，吉打也因供应食水 

给北马各州而失去可赚取宁 -

硕收人的森林资源，联邦政 

府因此为该州提供更多援 

助，希望协助吉打摆脱贫穷 

州的宿命。 

他说，吉打今年获批的额 

外11亿3200万令吉特別发展 

拨款，比过去两年所得更 

多，其巾8250万令吉将用以 

推动新的51项发展计划，另 

1亿490万令吉用201项需要 

持续推进的工程。 

提到“达鲁阿曼关怀母亲 

卡”计划，阿兹敏说，来自 

偏僻地区如华玲、锡县及市区 

哥打士打县赤贫家庭将受惠。 

他说，这是吉打州政府效 

彷雪兰莪州政府落实的计划： 

雪州为协助低收人群的母亲减 

轻家庭日常开销的压力，旱已 

推行雪州“精明关爱母亲”计 

划，每月为家庭收人低于 

2000令吉的合格州子民，提 

供200令吉津贴。 

他指出，吉打5482户赤 

贫家庭的年轻人或学生，州政 

府将提供他们教育、技术及经 

商资本，以提高他们的能力， 

在未来摆脱穷苦，成为中等家 

庭。 

询此何时落实，阿兹敏指 

出，政府巳掌握相关贫户的名 

单，并将重新审核和整理，一 

旦中央政府批准即马上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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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家引进旺阿兹米新股东 

下 

吉 

吉隆坡19日讯|东家集团 

( E & 0，3 4 1 7，主板产业股）宣 

布，完成私下配股计划，引进土 

著企业家丹斯里旺阿兹米和夫人 

潘斯里聂阿妮达成为新股东，持 

有东家集团1亿3023万股，相等 

于扩大后较足资本的9.09%� 

旺阿兹米夫妇是通过 

S W E E TWATER SPV私人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上述股权。 

东家集团是在2月11日宣布 

进行上述的私下配售计划，以每 

股98仙发售新股。这项配股计划 

该公司共筹集1亿2760万令 

配售价相比东家集团5天加权 

平均价（ V W A P )，溢价 1 4 . 6 6 % �  

东家集团周二闭市跌2仙或 

2.17%，收在90仙，成交量为2284 

万股。 

东家集团董事经理郭德祥在 

文告中指出，配股集资计划可协 

助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降低 

负债率。 

集资发展STP2A 

该公司可从而专注发展为期 

15年、发展总值（ G D V  )达逾 1 7 0  

亿令吉的斯里丹绒槟榔第2阶段首 

期发展项目（STP2A )，有关资金 

将用作STP2A的营运资金和偿还贷 

款。 

东家集团目前的净负债率为 

0.39倍。该公司也将进行另一项 

企业活动，即通过发行附加股计 

划，集资最少约1亿2300万令吉。 

值得一提的是，旺阿兹米是 

80年代崛起的土著企业家，曾在 

36岁时担任马银行(MAYBANK， 

1155 )首席执行员，被誉为大马 

金融界最年轻的首席执行员；并曾 

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的重要职位，如 

置地通用（L&G，3174 )等。 

他近期再次被人津津乐道的 

企业活动，是去年8月将雪河输 

水公司（SPLASH )的30%股权， 

脱售给雪州水供管理公司。旺阿 

兹米和金务大(Gamuda，5398， 

主板建筑股）及雪州柏朗桑集团 

(KPS，5843，主板公用股）共同 

持有SPLASH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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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今日全面恢复水供 
沙登19日讯|由于位于沙登 

拉也的电压站故障，间接导致59 

地区的水供中断，预计最快会在 

明日全面恢复水供。 

雪州水供公司公关部与客务 

部主任劳勿夫指出，由于电力停 

供，导致蓄水池部分机械停止操 

作，进而影响多个县市的水供。 

他说，受影响的59个蓄水池 

包括八打灵县44个、雪邦3个以及 

乌鲁冷岳12个。 

「我们已经出动了水槽车， 

24小时在各地区派水，也尽量缩 

短『轮水j的等候时间。同时会 

在史里肯邦安商业区（PSK )派发 

2000桶5公升的饮用水。』 

他也呼吁，民众节约用水， 

而有需要的民众可拿著容器，到 

有水槽车的地方提水。期间若有 

任何关于水务的紧急事宜或欲查 

询水供情况，亦可输入名字和地 

址并发送到15300 (可致电）， 

或Whatsapp致：019-2816793、 

019-2800919，了解详情。 

另外，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 

阳捍华表示，截至下午3时左右， 

受影响的地区已有7成恢复水供， 

只有约18蓄水池仍未恢复运作。 

同时预料部分地区仍需等到至少 

明天以后，才会获得水供。 

「雪州水供公司从昨晚10时 

开始出动26辆水槽车，并到受影 

响的地区派水。」 

出席记者会的人包括雪州水 

供公司分销部和策略小组总经理 

阿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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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蒲神商民叫e 
沙登19日讯|疑因位于沙登拉也的电压站爆炸，导致沙登和蒲种多个地 

区连续断水断电14小时，逾万个住宅和商业单位的民众哀怨连连！ 

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 

指出，昨日下午4时左右，沙登一 

带逾万个单位停电，一些高地居 

民甚至出现水供中短的情况。 

「据了解，位于沙登拉也 

的电力接驳站于昨天下午突然爆 

炸，大约200个配电房停止供电， 

而平均每个配电房会供电约百个 

单位。j 

2商场暂停营业 

他说，保守估计昨天下午停 

电将为沙登和蒲种区逾万个住宅 

或商业单位带来不便。其中包括 

沙登新村、沙登岭、斯里沙登、 

怡观园和商业区等，就连当地的 

两间大型商场也被迫暂停营业。 

他表示，一些地区断水断电 

时间长达14小时，对于商家来说 

更是苦恼，必有损失。 

此外，他解释，碍于停电， 

水供系统中的水泵也许因此不能 

操作，所以才会导致多个地区面 

临断水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高地 

或是公寓，也会因水压过低，而 

雪州水供公司出动26辆水槽车， 

派水给涉及断水的居民和商家。 

无法顺利供水。 

他续说，根据电工职员的 

说词，仍无法断定修理电压站的 

时间，而电力公司也于昨晚至今 

早，陆续安排移动发电机到受影 

响的地区，相信各家各户很快就 

会恢复电供和水供。 

据悉，截至早上10时左右， 

仍有近6000个单位依旧停电。 

另一方面，国家能源公司今 

曰发表文告向受影响的商家和民 

众致歉，并指位于沙登拉也的电 

压站，在昨曰下午3时56分故障， 

自周一晚上10时起，24小时 

导致史里肯邦安及怡观园一带的 

电供失灵。 

文告指，当局理解停电为用 

户带来的不便和影响，故技术团 

体已积极投入维修工作。 

「超过67%的电力用户在停 

电后的2小时内恢复电供；而其余 

则会使用移动电箱供电。j 

此外，文告表示，维修电压 

箱33KV零件的工作，预计最快会 

在明曰完成。自昨晚5时正至今曰 

中午12时，已有85%的用户获得 

电供。 

-欧1 喷辦)舉5公升⑶；欠」 
王奕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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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冰建议修法 

违法者付费清理河流 
莎阿南19日讯|河流污染 

成了今日雪州议会辩论环节的 

热门讨论课题，其中武吉兰樟 

州议员黄洁冰建议，州政府修 

订1999年雪州水供管理机构条 

例，让违法者自行承担河流清 

理的庞大费用！ 

她说，州政府在处理河流 

污染问题，必须严惩违法者， 

不仅是罚款，也应施以监禁、 

停止营业、吊销执照等刑罚。 

「如今也正是时候修订 

1 999年雪州水供管理机构条 

例，将河流和污染废料的清理 

费用，计算在违法者身上。」 

「清洗河流并不便宜，之 

前士毛月河流发生污染时，州 

政府耗费了 1000万令吉展开清 

理，据悉巴西古当的金金河污 

染事件，也耗费了约1000万令 

吉的清理费。」 

雪兰藉 

•立@义会 

黄洁冰是于今日在雪州议 

会，辩论雪州苏丹御词时，如 

此表示。 

她赞扬，雪州水供管理机 

构和雪州天灾管理单位在应对 

河流污染事件上，行动迅速， 

如巴生永安镇防洪蓄水池污染 

事故，在72小时内便迅速完成 

清理和管制。 

另外，雪州议会反对党领 

袖利詹依斯迈也促请，州政府 

加强监督河流污染问题，尤其 

是涉及化学物的工厂，必须确 

保厂家全面遵守条规，避免发 

生污染事故，引发人民恐慌。 

Page 1 of 2

20 Mar 2019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18
Printed Size: 19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2,268.31 • Item ID: MY003544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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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中央政府索巴生三桥建费 
莎阿南19日讯|雪州政府 

如今正向中央政府索回巴生第 

三大桥的建造费用！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表 

示，州政府早前已向经济事务 

部，提出这项索回建造费的申 

请。「而中央政府也原则上同 

意，拨出这笔款项。」 

黄思汉是于今日在雪州议 

会上，回答万达镇州议员嘉玛 

莉亚的提问时，如此表示。 

嘉玛莉亚提问，州政府与 

中央政府就公共基设课题上， 

有何最新的讨论结果或合作？ 

耗资1亿9900令吉建造的 

第三大桥全长2.5公里，以直落 

玻璃双溪乌当路口为起点，巴 

生市区的吴福发路口为终点， 

可连接至莎阿南及吉隆坡，无 

需经过巴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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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出席会议须穿暗色外套 
莎阿南19日讯|雪州议长 

黄瑞林劝告，所有州议员不论 

男性或女性，从今起出席州议 

会，必须身穿深暗色的西装外 

套，以捍卫州议会神圣形象。 

继上次州议会，邓普勒 

公园州议员莫哈末沙尼因身穿 

马来服装出席，遭到议长劝告 

后，今日再有州议员因未穿暗 

色西装外套，受到规劝。 

黄瑞林劝请，所有州议员 

和官员参与议会时，务必衣著 

端庄，且身穿暗色西装外套。 

「不论男女、后座俱乐部 

议员、在朝或在野议员，都必 

须遵守这个纪律，在神圣的州 

议会里，必须穿著整齐，切勿 

穿得五颜六色，或犹如时装表 

演般。J 

黄瑞林是于今日在雪州议 

会上，以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 

冰为例，做出这项劝告。 

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冰今 

曰身穿白色西装外套，她受访 

时为自己喊屈，称已查证议会 

穿著指南，绝无违反规范。 

她也向媒体展示一封文件 

黄洁冰（右）因穿著被指 

不符议会规范，向黄瑞林 

了解详情，并向其展示文 

件"i正明。 -徐慧美-

信函，内文阐明男性出席议会 

时，需身穿暗色的西装外套， 

而女性则需衣著端庄，且穿上 

西装外套，并未阐明颜色。 

无论如何，黄瑞林表示， 

黄洁冰事后已向其了解此事， 

并接受了如此的解释。 

此外，巫统双溪班让州议 

员拿督莫哈末英然因手机在议 

会上作响，被议长训诫手机必 

须调成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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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打7项大发展16亿建届林机场 
亚罗士打19日讯经 

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茲 

敏阿里今天一口气宣布， 

中央政府拨出至少32亿令 

吉给吉打州推行7项大型发 

展计划，当中包括16亿令 

吉作为兴建居林飞机场计 

划，有关款项包括私人界 

融资。 

他说，中央政府也拨出17 

亿令吉兴建双溪大年至万拉荅鲁 

再衔接至槟城苏丹阿都哈林大桥 

(二桥）的北马走廊大道计划。 

此外，他宣布拨出3亿令吉以 

在居林西塘兴建物流运输发展工业 

区枢纽中心、150万令吉在亚罗士 

打兴建数码图书馆及200万令吉在 

莪仑兴建石油化学工业园计划。 

冀吸引更多外资 

他希望这些计划能为吉打州 

吸引更多外来投资，制造更多就业 

机会给吉打州子民，以便州民可回 

流吉打州，无需再到外州工作。 

阿兹敏是于今日在吉打州政 

府大厦会见州政府各级官员后， 

在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慕克里 

兹及行政议员的陪同下召开记者 

会，作出宣布。 

与此同时，他说，其部门也 

已批准11亿3000万令吉作为吉打 

阿兹敏阿里 

克里兹。 

者左2)宣布中央政府拨出32亿令吉给吉打州推行7项大型发展计划，左3为慕 

州2019年的发展拨款，当中包含 

201项耗资约10亿令吉的延续计划 

及51项耗资82M万令吉的新计划。 

他指出，中央政府与州政府 

有共同目标，即希望吉打州城市 

与郊区的人民能共享发展。政府 

希望能拉近各州、城市与郊区之 

间的发展鸿沟以达到平衡发展。 

「首相强调有6个州属需要 

给予关注，即玻璃市、吉打、吉 

兰丹、登嘉楼、砂拉越、以及沙 

巴，以确保人民能共享繁荣。」 

此外，另一项惠及赤贫家庭 

的计划是中央政府与州政府将联 

合为州内5482户赤贫家庭买单， 

让这些家庭的妇女可以每个月凭 

卡到购物商场购买日用品。 

他直言，这是大臣慕克里兹 

向中央政府提出的建议，中央政府 

已同意并将每年拨出3000万令吉落 

实这项计划，受惠家庭的妇女将获 

得一张内存有400至500令吉价额的 

智能卡，以便他们能凭卡到购物中 

心或商场购买日常用品。 

他说，这项协助贫穷家庭的 

计划命名为「达鲁阿曼妈妈的爱j 

(Kasih ibu Darulaman，KIDA )， 

相信这项计划将惠及华玲、锡、铅 

及哥打士打的赤贫家庭。 

他说，雪州政府已落实上述计 

划，即提供智能卡给家庭收入2500 

令吉以下的家庭购买曰常用品，如 

今也在吉打州落实这项计划。 

他指出，政府会透过培训及 

提供资金协助贫穷家庭的人士经 

营生意，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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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打7項大發展16億建居林機場 
亚罗士打19日讯I经济事务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今天一 

口气宣布，中央政府拨出至少32 

亿令吉给吉打州推行7项大型发 

展计划，当中包括16亿令吉作为 

兴建居林飞机场计划，有关款项 

包括私人界融资。 

他说，中央政府也拨出17 

亿令吉兴建双溪大年至万拉荅鲁 

再衔接至槟城苏丹阿都哈林大桥 

(二桥）的北马走廊大道计划。 

此外，他宣布拨出3亿令吉 

以在居林西塘兴建物流运输发展 

工业区枢纽中心、150万令吉在 

！罗士打兴建数码图书馆及200 

万令吉在莪仑兴建石油化学工业 

园计划。 

翼吸引更多外資 

他希望这些计划能为吉打州 

吸引更多外来投资，制造更多就 

业机会给吉打州子民，以便州民 

可回流吉打州，无需再到外州工 

f乍。 

阿兹敏是于今日在吉打州政 

府大厦会见州政府各级官员后， 

在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慕克里 

兹及行政议员的陪同下召幵记者 

会，作出宣布。 

与此同时，他说，其部门也 

已批准11亿3000万令吉作为吉打 

州2019年的发展拨款，当中包含 

201项耗资约10亿令吉的延续计 

划及51项耗资8250万令吉的新计 

划。 

他指出，中央政府与州政府 

有共同目标，即希望吉打州城市 

与郊区的人民能共享发展。政府 

希望能拉近各州、城市与郊区之 

间的发展鸿沟以达到平衡发展。 

「首相强调有6个州属需要 

给予关注，即玻璃市、吉打、吉 

兰丹、登嘉楼、砂拉越、以及沙 

巴，以确保人民能共享繁荣。」 

此外，另一项惠及赤贫家庭 

的计划是中央政府与州政府将联 

合为州内5482户赤贫家庭买单， 

让这些家庭的妇女可以每个月凭 

卡到购物商场购买日用品。 

他直言，这是大臣慕克里兹 

向中央政府提出的建议，中央政 

府已同意并将每年拨出3000万令 

吉落实这项计划，受惠家庭的妇 

女将获得一张内存有400至500令 

吉价额的智能卡，以便他们能凭 

卡到购物中心或商场购买曰常用 

品。 
他说，这项协助贫穷家庭 

的计划命名为「达鲁阿曼妈妈的 

爱」 （Kasih ibu Darulaman, 

KIDA)，相信这项计划将惠及华 

玲、锡、铅及哥打士打的赤贫家 

庭。 
0他说，雪州政府已落实上述 

计划，即提供智能卡给家庭收入 

2500令吉以下的家庭购买日常用 

品，如今也在吉打州落实这项计 

划。他指出，政府会透过培训及 

提供资金协助贫穷家庭的人士经 

营生意，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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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型号） 

普通塑料袋：非官方可降解塑 

(令吉）：料袋（令吉） 

官方认证可降解 

塑料袋（令吉） 

10 0.90 1.20 9 

20 1.00 1.50 10 

30 1.70 2.50 11 

40 2.50 3.50 17 

售价仅供 

参考，以 

每包50袋 

装计算。 

官方可降解塑袋售價貴10倍 
吉隆坡19日讯I隆区获官 

方认证的可生物降解塑料袋涉 

垄断，售价竟比一般厂制高出逾 

500冤之多! 

吉隆坡贩商促政府开放市 

场，以减低可生物降解塑料袋成 

本。 

吉隆坡半山芭小贩小商公会 

主席陈克强直言，高价可生物降 

解塑料袋让贩商吃不消，要求贸 

消部和吉隆坡市政局针对售价进 

行检讨。 

「小贩都是批发商，每曰 

单单塑料袋就要花费150至200 

令吉；如果换成采用政府特定厂 

商所生产的可降解塑料袋，恐怕 

1000令吉也不够用！」 

他表示，有关当局日前下 

令从本月15日停止使用普通塑料 

袋，并要求商家向消费者收费的 

举措过于唐突，不仅民众未能适 

应，不公平的售价也让商家无所 

适从。 

涉嫌壟斷牟暴利 

他称，市面上仍有大量普通 

塑料袋存货，畈商来不及在限期 

内用完，还要额外花费大笔金钱 

购买高价塑料袋。 

事已至此，许多商家被迫只 

能偷偷使用普通塑料袋。 

该会副主席蔡佺利更直批， 

获官方认证标志的可降解塑料袋 

厂商屈指可数，并质疑此举涉嫌 

垄断，间接让获专利的厂商藉机 

牟取暴利，才会导致产品价格比 

一般厂制的可降解塑料袋高出近 

10倍。 

「我不能理解为何一样产 

品，价格却可以差这麽多。更令 

人不解的是，雪州政府接纳其它 

生厂商的可降解塑料袋，但吉隆 

坡却不允许！」 

「据悉，目前吉隆坡只有3 

个厂商可以生产官方标志的可降 

解塑料袋。政府若有意全面推行 

该项政策，为何不开放让所有厂 

商一并生产可降解塑料袋呢？」 

他举例，同一个大小的塑 

料袋，普通售价为4令吉50仙； 

而印有大马工业研究及规格公司 

(SIRIM)和直区部门官方标志 

的产品，价格直飙19令吉。 

他促请有关当局放行使用所 

有塑料袋厂商生产的可降解塑料 

袋，以平衡市场售价。 

「我们并不反对政府推动 

环保计划，不过若要实行就该从 

(塑料袋）厂商方面下手。政府 

应当限制厂商不能再生产普通塑 

料袋，并确保开放让所有厂商制 

造可降解塑料袋，让贩商多一项 

选择。J 

出席者包括吉隆坡半山芭贩 

商公会副主席张金发、财政林钦 

喜和总务蔡珉茗，以及吉隆坡半 

山芭土著贩商公会主席马哈帝和 

副主席阿都拉欣。 

『脆弱 J 的 

吉隆坡区塑料袋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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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虿爬出水面，准备 

要变成蜻蜓。（拉贡山 

内捕捉到的昆虫画面） 

報道：本報譚寶婷攝影：本報馮依健、譚寶婷部分照片由拉貢山之友提供 

城市綠肺 
拉 

贡山（Bukit Lagong )是座位于城市边缘的美丽热 

带雨林，n国家独立以来就已被列为永久森林保 

护区:它不但生态资源丰富，茂密的树林中还蕴含了不少 

的珍贵草药，是大自然爱好者珍爱的宝藏之地。 

森林保护区•般不对外开放，但若在网络谷歌地图上 

输人拉贡山（Bukit Lagong )会显7K “休闲森林拉贡山”-

词，而甲洞森林局（FRIM)就坐落于此山的东南部区域， 

而拉贡山东部面向士拉央的森林区也于2013年开发了Taman 

Rimba Bukit Lagong休闲公园，让青年团体或家庭组织活动 

到此露营亲近大自然。 

探幽勿忘與 
原住民同胞打個招呼 

特姆按原住民淳朴友 

善齿十分健谈。 

生態多樣休閒公園 

Taman Rimba Bukit Lagong 休闲公园 

占地约7公顷，里头不但设有露营区，还 

住着_ •个原住民部落。-条清澈的河流， 

从山上沿着原住民的村庄外围缓缓流下， 

在下流的高低错落处形成了一个绿植环绕 

的天然小瀑布，透着凉意的溪水穿过溪岩 

从高处流下減出了白色的小水花，此处水 

深不过膝，像极了天然的儿童水上乐园， 

自然形成的戏水天堂。 

此处不时会传来悦耳的鸟鸣，潺潺 

的流水声还伴随着小孩嬉戏的欢笑声，满 

满的负离子能量，让到来的人轻松便能拥 

抱大自然赐予的写意和自在，忘却午后的 

炎热与都市的烦嚣。 

山区已开发出了--条完好的小柏油 

路，从鹅唛警察局总部出发，其实只需短 

短的10分钟车程便能抵达小瀑布，再往前 

行驶约5分钟的时间，露营区便在左边的 

山区。设备齐全的露营区由士拉央市政局 

管理，礼堂、食堂、用于游戏和培训的障 

碍赛区域皆环绕莲花池塘而建。 

宽大的莲花池上轻躺着大大小小的 

碧绿圆荷叶，几朵绽放的A莲零零散散地 

点缀在其中，静逾的午后在池边观景，阳 

光洒落•处，它犹抱琵琶半遮面，像极了 

一个温婉又羞涩的姑娘。 

靠近树林的空地，提供给民众搭营 

露宿，民众也可选择租借备好的组装箱民 

宿。在这里的一切活动都会在翠绿树林的 

环抱中进行，大自然生态四处可见。蜻蜓 

喜在池上点水，玩累了便在叶面上休憩停 

留，夜间各类青蛙会来探头问好，伏在荷 

叶上看着斗转星移感受岁月静好。 

原住民的住处离露营区不到5分钟的车程。虽然村落已有砖屋， 

但依然有原住民住在木制高脚屋里。1950年代初，这个村子的特姆按 

(Temuan )原住民原是住在甲洞森林局的森林内，因甲洞森林局的发 

展，政府将他们安排搬迁到此处。30户约150位原住民，在这以种植为 

生，安居乐业了几十年。 

随着时代的变迁，-些原住民已懂得出外谋生，但依然会以种植为 

主，时而制作编制品一"展祖传的手艺。村里会不时看见自由tT走的鸡和 

狗只，特姆按原住民淳朴友善，虽知识水平不高但对于外来拜访的人十 

分欢迎且健谈。若你遇见了他们，不妨和他们聊聊天，或许他们会告诉 

你饲养了多年的猴子与果子狸宠物的小故事，或教你如何自作编制品。 

这个山区非常适合徒步健行，河流是拉贡山的命脉，-路上不但 

能看见延绵的河流，还能与许多稀有的昆虫、蜘蛛、蝴蝶、蜥蜴、鸟类 

不期而遇，靠近原住民村的地段，你也会看见原住民种植的拉沙叶、香 

茅、香兰叶、麻风柑等等的香料，而河流就是这些农作物的主要水源。 

走到这山区的尽头，政府还设了一个小范围的漆弹游戏区，让年轻人感 

受荒野游戏作战的乐趣。 

拉贡山的自然与人文之美，在于让都市人能轻易地与大自联系在--

起，体会树林馈赠的珍贵与价值。地球气温急速上升，地球早已生病了 

是不争的事实，谁能确保明天以后，孩子们还能随意听见鸟儿的歌唱， 

在树林的庇荫下玩耍？当我们以为它永远都不会消失，也许_ •个不经意 

的转身它已不复存在。 

5. 30户约150位原住民，在这里安居 
乐业了几十年。 
6.原住民依然以种植为主要收入来 
源（农作物拉沙叶Kesum )� 

採訪手記 

1.原住民村落里的水茄苳树（Putat Kampung )掉落 
的美丽花朵。2.金龟子有一层透明的外壳，阳光照 
射下显得闪闪发亮。（拉贡山内捕捉到的稀有昆虫画 
面）3.甲虫成为蜘蛛的食物了。（拉贡山内捕捉到 
的昆虫画面）4.蚂蚁被菌类侵袭了。（拉贡山内捕 
捉到的稀有昆虫画面） 

喜欢接触大自然的我，接到了走访拉贡山发现这城 

市绿肺之美的任务时，心中美滋滋的，想像可以边工作 

边吸收大量的负离子养分，是多么幸福的事 

托民间团体“拉贡山之友”的福，通过他们组织的 

家庭露营活动，我得以混人与他们一起森林徒步、与原 

住民小孩一起玩游戏、听故事，在曾庆芬老师和来自荒 

野协会的杜志轩导师的带领下发现这里原生态迷人的-

面。 

书写的过程中自己也搜索了不少资料，有关单位于 

2018年10月起在脸书上开始了T am an Rimba Bukit Lagong 

休闲公园的宣传，同时也发现不少纸媒上释出拉贡山 

的消息，题目却是“武吉拉贡森林保留地.70亩绿肺变 

屋地”、“马来西亚森林保留局反对开发拉贡山保护 

区”，到底是怎么•回事？答案却让人心慌。 

森林保留区拉贡山约70亩的地即将被开发建造房 

屋，森林保留区被开发？让人匪夷所思，问题是被开发 

的区域位于拉贡山北部，那里是重要的集水区，地形陡 

峭，该区被开辟将面临极高的土崩及山洪风险，即不只 

原住民村、甲洞森林局和附近的居民也将遭殃。 

对于笔者来说，知道这些消息是残酷的，我每写 

-段武吉拉贡休闲公园之美，总会看见洪水瞬间来袭， 

冲向原住民的家，淹没他们的农作物和那优美的莲花池 

塘，再冲向下流的瀑布，留下惨不忍睹的黄泥巴。 

那股摧毁的力量，让拉贡山在我笔下的美仿佛一碰 

即碎，剩下的只有寂静与荒凉。地球急速暖化，森林本 

来就寸土皆金。无奈。即使笔者下一秒心情即将崩塌， 

能做的只有好好地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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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被夾2車之間” 

•登人：跌倒後躺在地上 

消5方賣爾驗屍跬 

(沙亚南I9日讯）在首邦 

市USJ25百年兴都庙骚乱事件中 

殉职消防员莫哈末阿迪验尸庭 

审讯进人第13天，-•名巴基斯坦 

籍的证人表示，他亲眼见到阿 

迪被夹在紧急医药救援消拯车 

(EMRS )及一辆汽车之间。 

他说，一辆倒退的消防车 

(FRT )较后撞向阿迪所处的方 

向。当时，骚乱者正在敲打这辆 

消防车& 

“但消防车后退时，阿 

迪被夹在紧急医药救援消拯车 

(EMRS )及一辆汽车之间，他 

跌倒后便躺在地上。” 

第20名证人，24岁的普克末 

欣是一名冷气维修工人，他已经 

在USJ—带工作4年。 

他在接受验尸官汉丹韩沙询 

问时表示，他无法看清楚消防员 

的样子，较后阅读新闻报道才知 

道是阿迪。 

普克末欣说，他接着看到一 

批人看似要攻击阿迪。 

“一批人看似要袭击阿迪， 

有些人尝试帮助阿迪，要带他到 

油站去。” 

他以遮普语口述当时的情 

况，并由口译员将证词翻译为马 

来文。 

普克末欣也说，他看见消防 

车及紧急医药救援消拯车抵达闹 

事现场，是为了扑灭一辆汽车的 

火势，而莫哈末阿迪从紧急医药 

救援消拯车的乘客座下车。 

提供阿MEMRST車彳翻S庭上播放49秒視頻 

阿 
迪当天穿印有消拯局标志的深蓝色T恤，被化学局密封起 

来后在庭上展示，让普克末欣确认身分。 

庭上也播放由普克末欣保安朋友录制的49秒视频，以提供阿迪 

从紧急医药援救服务消拯车（EMRS )下车后的所在位置。 

另外，庭上亦展示梳邦再也市议会的闭路电视录像。 

验尸庭审讯将于明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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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捍華：電流變壓站損壞導致制水 

立•出動26水蓽 
(史里肯邦安19日 他指出，这次制水的原 J J _ 

讯）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 

阳捍华指出，雪州水供管 

理公司在昨天的制水事故 

发生时，已第一时间出动 

26辆水槽车到八打灵县、 

乌冷县及雪邦县的制水 

区，输送水源予用户。 

他今午巡视该公司在史 

里肯邦安商业区的金马7路（ 

JALAN JINMA 7 )设立的水供 

服务站后向记者指出，有总 

共59个地区受到制水影响， 

其中44个是八打灵县、3个 

是雪邦县、12个是乌鲁冷岳 

县。 

他说，在所有59个地 

区当中，有41个或70%地区 

的水供已经恢复正常，其余 

18个地区仍在抢修当中^其 

屮，沙登的一些地区，包括 

沙登岭、沙登新村部份地区 

都受到制水的影响Q. 

因与该公司无关，而是国能 

公司（TNB )位于沙登拉也 

的电流变压站（PMU )于昨 

午损坏，导致史里肯邦安及 

怡观园一带受到停电和制水 

事件的影响。 

可免费索取饮用水 

他说，该公司已在史里 

肯邦安商业区的金马7路的服 

务站停放1辆大型的水槽车， 

让水供用户前往索取水源， 

同时他们也免费索取饮用 

水。 

他说，该公司将派发 

2000桶（每桶5公升）的饮用 

水，若有任何人未索取到， 

可向驻守在该服务站的该公 

司职员反映。 

他赞扬该公司采取快速 

的应对措施和服务效率，在 

昨晚马上出动水槽车到各地 

区应急 

雪州水供管理公司派员驻守在服务站，并亲自递上饮用 

水予前往索取的民众。 

若欲联络水供公司， 

可发送短讯予该公司，即 

Tanker<S •格 >写上 <姓名> 

与〈地址>，再发送至15300 

或直接拨打该号码。至于紧 

急情况的话，可W hatsApp 

至019-281 6793 或019-280 

0910。 

出席者包括雪州水供 

管理公司公关主任阿都拉奥 

夫、该公司副营运主任阿末 

弗亚、沙登新村村长唐竟发 

及梳邦再也市议员王奕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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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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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没有安装滤油器，工人从沟渠内挖出凝结 

成块状的油垢。（档案照） 

三蘇丁：殘渣棄溝情況嚴重 

@阵双武隆区州议员拿督一.苏丁在附加提问 

•认为，州内地方政府范围食肆业者往沟渠 

丢食物残渣的情况严重，只要食客去到餐厅后巷， 

可感受到臭味四溢的不适感；黄思汉对此强调，确 

保食肆卫生和干净是雪州政府的主要目标。 

食肆在杂 

乱环境的后巷处 

理食材及煮食， 

卫生问题引人关 

注。（档案照） 

黃思漢：先安裝才獲執照 

食B業 
(沙亚南19日讯）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华人新村发 

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披露，地方政府在发出食肆和餐厅营业 

执照前，已规定业者需安装滤油器，并指州政府已展开一项积极 

性的执法行动，由地方政府派员检查州内所有食肆、餐厅和麻麻 

档，矢言这项行动会一直持续下去。 

+J, #思汉今日在雪州议会回答行 

政 
府 

, ，，动党首邦市州议员黄美诗口 yj头提问，食肆业者直接把食物残渣排 

出沟渠时指出，地方政府可援引1974 

年道路、沟渠及建筑物（133号法令） 

第47条文中，在路上置放尘埃和其他 -T-的违规罪名，向涉及业者开出罚单。 

^  “此外，地方政府基于 2 0 0 7  

日+年食肆执照附属法令（U n < l a n g -
IInrlang Kecil Pelesenan Establishment 

1双Makanan )第20条款的权限，可规定食 

^肆业者须先安装了滤油器，才可获得 

X营业执照。” 

M 他强调，地方政府的执照组和卫 

ii；生组不时会连同县卫生署，对食肆业 

者进行检查与监督，包括每年为食肆 

进行分级制，因此无需另行成立一支检査食 

肆卫生的巡逻执法队：、 

黄思汉：雪州政府展开 

积极行动，取缔州内直接把 

食物残；查和油污排入水沟的 

食肆业者。 

斥资1亿9900万令吉的拉惹慕达纳拉大桥（巴生第三大桥）如今已 

开始全面通车。（档案照） 

黃思漢：原則上同意付工程費 

聯邦承擔巴生大橋費用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 

出，州政府已向联邦政 

府申请索回巴生第1座大桥的工程 

费，并获得联邦政府原则上同意支 

付有关费用。 

黄思汉在问答行动党万达镇 

区州议员嘉玛莉亚的口头提问时表 

示，州政府在与经济事务部开会 

时，已向联邦政府申请索赔巴生第 

三大桥的工程费，后者也在原则上 

答应。 

据了解，雪州政府耗资2亿 

3600万令吉（建筑费1亿9600万令 

吉，不包括征地等）兴建的大桥， 

于2014年7月16日动丁，全长2.525 

公里，以纾缓巴生繁忙的交通。 

携手合作提升州内基设 

他说，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将继 

续携手合作，以提升州内的基本设 

施与公共设施。 

“州政府也通过地方政府确保 

交通系统受到控制，并依据现有的 

蓝图作出研究，以提升公共交通的 

效率，尤其是在城市地区。” 

他指出，联邦政府及州政府的 

各部门及单位已通过首相署属下的 

执行协调单位（1CU )召开州行动 

理事会会议。 

他表示，在与乡村发展部的商 

讨时，该部已批准550万令吉拨款 

给州政府，其中200万令吉作为社 

会福利设施计划（Program Ameniti 
Sosial )及350万令吉作为衔接乡村 

道路经费。 

他也说，州政府与水务、土地 

及天然资源部探讨重组雪州、吉隆 

坡及布城丁业区的水供计划，并且 

商讨进行冷岳2滤水站计划。 

斥资白万规划雪交通蓝图 

嘉玛莉亚在附加提问时询问是 

否有特定的蓝图以解决交通阻塞问 

题，黄思汉指出，为了确保交通更 

为顺畅及减少车辆在路上行驶，州 

政府通过各地方政府进行交通大蓝 

图研究计划。 

他举例，州政府斥资100万令 

吉规划雪州交通大蓝图，这也是 

雪州发展蓝图（Rancang an Struktur 
Negeri Selangor )的一部分，其他地 

方政府如沙亚南市政厅、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及安邦再也市议会等都均 

作出交通大蓝图研究。 

有意增設雪巴士新路線業者 

可與州政府聯繫 
_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任何 

^有意在雪州增设巴士新路线巴 

士公司业者，可与州政府联系，以解决 

第一至最后一哩的连接。 

公巴服务应百花齐放 

他今午在议会厅外向媒体表示，雪 

州政府早前已拟定公共交通大蓝图，但 

主要是针对铁道路线，目前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及沙亚南市政厅也已完成地方政 

府交通大蓝图，更细腻的规划出公司巴 

士路线，作为参考。 

他说，根据有关蓝图，可知晓哪 

里有增设巴士新路线的需求，并可开 

放给任何巴士公司业者，若业者有兴 

趣，州政府可推荐给陆路公共交通机构 

(APAD )，而他本身已接见了数个巴 

士公司业者。 

他认为，公共巴士服务应百花齐 

放，不应限制于某种巴士的行程路线长 

度及类型，有些地方乘客不多则无需大 

型巴士，因此要求巴士公司弹性处理。 

他表示，业者仍需向陆路公共交通 

机构提出申请，但仍需与州政府协调， 

看哪条路线可行或有冲突，避免巴士公 

司之间直接的竞争 

他举例，在灵市，就有多达逾100 

条巴士路线需求，有关路线现阶段均没 

有巴士川行。 

大臣爭取特別撥款 

改善組屋居住環境 
#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州政府关注于组 

@屋课题，将会争取特别拨款，以改善雪 

州廉价及中价组屋的居住环境。 

“无论如何，目前仍在等待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的答复，以确定该部门在今年是否有安排特别 

拨款，以提升及维修雪州廉价和中价组屋。” 

他在回答公正党武吉兰樟区州议员黄洁冰的 

口头提问时表示，尽管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最终或 

许无法为雪州提供相关特别拨款，但这不会影响 

雪州与联邦政府的合作关系。 

他补充，州政府在今年拨出1000万令吉，作 

为组屋复新计划（Skim Ceria )� 

哈妮查：我的雪蘭莪房屋 

888單位移交鑰匙 

哈妮查：“我的雪兰 

莪房屋计划”的21个项目 

1万1396间单位正处于兴 

建阶段。 

-管雪州房屋及城市生活 

‘事务的行政议员哈妮查 

披露，截至今年2月28日，州内 

“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 R u m a h  

Selangorku )的其中3个项目的888间 

房屋单位已建竣，并已移交钥匙给购 

屋者。 

她在州议会回答公正党巴生港 

口区州议员阿兹米占的口头提问时透 

露，从2016至今年2月28日，州行政 

议会共通过了 114个“我的雪兰莪房 

屋计划”项目，以兴建5万7710间单 

位，当中21个项目的1万1396间已在 

兴建，余下90个项目处于规划阶段。 

“巴生镇（mukim )将有9个项目 

共5898间单位。截至今年3月1日，巴 

生港口州选区有12万3352名申请者未 

获得房屋分配。” 

雪州議會狀況百出 

國陣議員屢遭訓斥 
14届第2季第1次的雪州议会今日召 

开首日，议会厅内状况百出，国阵 第 
议员屡屡被议长训斥。 

三苏丁遭禁止续提问 

新任巫统士毛月区州议员査卡利亚相信 

是仍不熟悉议会程序，他今早在一直处于状况 

夕卜，以致接连在附加提问环节时，提问与题目 

无关的问题，被雪州议长黄瑞林指示坐下。 

另一名国阵议员，即双武隆区州议员》苏 

丁，在附加提问时因不满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 

答非所问，而欲进•步提问时，遭议长禁止继 

续发言。 

此外，黄瑞林也在口头提问环节结束后， 

带领_ •众雪州议员为已故土团党士毛月区州议 

员峑迪亚默哀1分钟。 

今早第14届第2季第1次雪州议会首日召 

开，朝野议员的出席率偏高，只有公正党国际 

山庄州议员拿督斯里阿兹敏及公正党鹅唛斯迪 

亚州议员希尔曼因公务在身，向议长请假。 

议长黄瑞林点名提醒国阵双溪班让区州议员 

英然，需在州议会时把手机静音，同时提醒女性 

议员亦需遵循只能穿黑色外套的衣著规范，并以 

公正党武吉兰樟区州议员黄洁冰为例:6 

稻農須依SOP種稻 
提升稻米產量獲認證 

>管雪州 

‘基本建 

设、公共设施、 

农业现代化及农 

基工业事务的 

行政议员依兹汉 

认为，稻农需 

根据标准作业 

禾呈序（ S O P  r i c e  
check )种秸，此 

举可减低病虫害 

风险，鼓励稻农 

获取良好种稻机 

制的认证，以便 

稻米f量能提升 

至目标： 

他在回答 

诚信党沙白区州 

议员阿末慕斯达 

因口头提问稻米 

产量课题时不讳 

言，他已和农业 

部及农业部长进 

行对话，关于雪 

州西北区稻米产 

量低落问题，其 

-因素是稻农的 

稻田农耕地缩 

减，因此会上有 

建议通过-•个财 

团综合与统筹管 

理稻田: 

他举例， 

有农民成立了本 

身的合作社，良 

好运作旗下大面 

积的稻田，如在 

大港新邦利马 

(Simpang Lima ) 

成功推行的500公 

顷稻田，透过广 

阔的稻田落实全 

州政府撥840萬 

走去購物禮券8.4萬民受惠 
i州行政议员甘纳巴迪劳指 

出，州政府拨出840万令吉 

用作“走，去购物”活动，每年有8 

万4000人受惠。. 

依兹汉：稻农若 

依据标准作业程序种 

稻，可令稻米产量达 

致目标。 

面的种稻步骤提升产量。 

他说，农业部通过课 

程和种种引导方式，灌输 

及教育农民具备正确种稻 

的意i只a 

每 
戶 
家 
庭 
獲 
100 
令 
§ 
禮 
券 

甘 
纳巴迪劳说，在有 

限的资源下，州 

政府依然公平分配拨款，尤 

其在2013至2018年间，让更 

多人受惠，并且不断作出改 

善，以减轻贫困家庭的负担 

及为迎接佳节做好准备 

他表示，每户家庭可获 

得100令吉的礼券，让受惠者 

在农历新年、开斋节及屠妖 

节前，于指定的商场购物。 

他指出，受惠者的家 

庭收人需低于1500令吉，必 

须向州议员服务中心注册， 

每户家庭只有一人受惠， 

并且不是在雪州精明母亲关怀计划 

(KISS)的受惠者 

他在回答行动党无拉港州议员王 

诗棋的口头提问时表示，每个州选区 

依据选区选民人数分配，各选区可获 

得300至800份“走，去购物”礼券。 

探討直接匯款發禮券 

甘; 
‘纳巴迪劳表示，早在2012 

年，政府是以派送礼篮方式 

援助贫困家庭，以欢庆开斋节及屠妖 

节，但却衍生许多问题，包括派送过 

程问题、礼篮占据空间，申请程序不 

妥当等问题。 

“因此，在2013年后，政府已改 

为以礼券方式，让受惠者直接在商场 

购买必须品，这也是目前最好的援助 
方式r.” 

行动党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在 

附加提问时讯及是否可直接汇款到受 

惠者银行户头方式发放礼券，甘纳巴 

迪劳则回应，将会进一步研究有关建 

议。 

阿 

阿都拉昔：未做好準備 

石英山脊列世遺不適合 
•管雪州文化和旅游、马来习俗及遗产事务的 

-行政议员拿督阿都拉昔指出，鹅唛石英山脊 

尚未做好准备，被列人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 

产，但应该先将之列人国家地质公园遗址。 

專家顧問團報告： 

審美價值不高資源有限 
都拉昔在雪州议会回答诚信党淡江州议员沙 

阿里的口头提问时表示，雪州政府已委任了 

3名专家组成专家顾问团，来进行鹅唛石英山脊的档 

案调査。 

他指出，根据顾问团在去年12月12日的报告显 

示，鹅唛石英山脊尚未做好准备，被列人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 

“在调査中发现，与其他地点相比，鹅唛石英山 

脊的审美价值并不高，具体的科学研究、出版和资源 

参考有限。” 

他表示，之所以被提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遗产名录，是因为鹅唛石英山脊的现场管理和保 

护，保存了其真实性。 

“但是，在被提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必须在至少两年内执行保护管理计划 

(CMP ) <, ” 

建議先列國家地質公園遺址 

阿 
都拉昔指出，顾问团也发现，鹅唛石英山 

脊很可能是地质公园遗址的一部分，该地 

质公园遗址被建议成为国家地质公园遗址，之后才进 

-步申请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地质公园遗址，这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第二高的荣誉认证。 

“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MTES)于2月21日召开 

会议中，已同意将鹅唛石英山脊作为国家地质公园遗 

址的_ •部分。” 

他表示，地质公园的定义是具有适当面积的区 

域，有清晰的边界，并且有国家、甚至是国际性中重 

要的地质遗产地，以提升经济和文化价值，尤其是通 

过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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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占：外媒開始大肆報道 

雪州議會會議 

(沙亚南19日讯）雪州 

议会反对党领袖礼占提醒州 

政府，当国际媒体开始大肆 

报道，例如英国广播公司 

(BBC)于今年2月13曰刊载 

雪州瓜冷县的“洋垃圾”废 

塑料课题时，对政府是件很 

危险的事，因这足以令人民 

对政府失去信心。 

他今日在雪州议会发表感 

谢雪州苏丹施政御词的辩论演 

词时，要州政府交待在处理瓜冷 

洋垃圾废塑料的对策，因据他了 

解，没有人或公司有兴趣投标买 

下在空地上堆积如山，不具回收 

价值的废塑料垃圾。 

在巴生永安镇的污油污染事 

件中，礼占促请州政府对邻近的 

化学工厂展开监督，在防范胜于 

治疗的前提下，减轻人民对环境 

公害的焦虑。 

促增人手对付破坏环境者 

也是国阵双溪侨华区州议 

员他认为，若有必要，执法当局 

可增加执法人手，对破坏环境的 

肇事者展开严格的逮捕与提控行 

动，而非放任不理。 

他并反问，在州政府推行为 

禁用塑料袋而征收的20仙塑料袋 

费后，此举是否有效唤醒公众的 

环保意识，州政府应具推动长远 

项目的目光，以达致禁用塑料袋 

政策的成效。 

礼占引述《2018年总稽査 

司报告》指出，雪州落实的项目 

只有48%，而在沙白安南国会选 

区内的一项可负担房屋项目，从 

2008年遭搁置11年迄今，除了当 

初建好的示范屋，其他房屋单位 

皆未施工，促请州政府需修复施 

政弊端。 

盼未来巫伊更密切合作 

提到巫统与伊斯兰党的政治 

合作，他形容，国阵在士毛月区 

州议席补选的胜利，是道甜美果 

实，期许巫伊合作在未来更为密 

切。 

他在回应行动党武吉加星区 

州议员拉吉夫，打岔提问国大党 

对巫伊合作的态度时指出，国大 

党领袖今日也来州议会旁听，可 

见国大党对巫伊合作没有问题， 

强调补选结果应是希盟州政府的 

自我检讨，即不忽视人民需求o 

他在回应万津区州议员刘永 

山敦促巫伊，不要玩弄种族及宗 

教议题的“毒药政治”以赢取支 

持时，否认国阵操弄种族政治， 

强调选民会在补选中选择巫伊， 

是因对希盟执政的失望和不满， 

同时以纽西兰基督城的袭击事件 

强调，伊斯兰是注重和平的宗 

教。 

if 

m球 
非： 

穆僅 
斯1f 

林2E 
宣文 
戰告 

詞 

伊^ 
党昔江港区 

II议员拿 

督阿末尤努斯站起打 

岔，不点名指有希盟 

领袖发文告称，“巫 

伊要对非穆斯林宣 

战”，是在挑动种族 

与宗教情绪；行动党 

双溪比力区州议员刘 

天球则马上站起为党 

领袖缓颊，称这不是 

真的要宣战，而只是 

文告中的用词。 

礼占在要求州 

政府保证不调高水费 

时，不满州政府取消 

了首20立方米的免费水措施，结 

果遭希盟后座议员群起反驳。 

后座议员俱乐部主席黄洁冰 

站起，援引议会常规第36 (6)条 

文要礼占收冋言论，阐明免费水 

的机制还在执行，B40群体依然享 

有首25立方米的免费水。 

依占较后在主持议会的副议 

长达罗雅指示下，表示纠正其用 

词0 

劉永山促提供最新財務數據 

“瓜冷縣會應善用財務” 
g动党万津州 

m义员刘永山 

促请瓜冷县议会妥善 

使用县议会的财务，并 

要求提供最新的财务数 

据。 

他在辩论苏丹施政 

御词时表示，瓜冷县议 

会将升格为市议会，这 

也意味着收人及官员的 

薪资与津贴也将随之提 

升，而县议会仍需准备 

更多的拨款及提供更好 

的服务给当地居民。 

他指出，根据国家 

稽査司报告，县议会在 

2016年及2017年的银行 

存款有多达7700万令吉 

及9400万令吉，他相信 

资金将继续上升，并且 

突破1亿令吉，因此要 

求提供最新的数据。 

他相信瓜冷县议会 

或县土地局官员已提倡 

报告给雪州行政议会作 

出考虑，他希望当局能 

作出慎重的考量，毕竟 

瓜冷县议会是雪州，甚 

至是全马最有潜质的县 

议会。 

“自去年中以 

来，县议会面对最大 

的挑战是环境污染及 

洋垃圾非法工厂问 

题，并被国内外媒体 

广泛报道，县议会应与 

联邦政府，包括环境局 

加强合作，确保所有执 

法工作顺利进行。” 

他表示，反对党曾 

提出，政府不应只是依 

靠地税收人，因为政府 

地总有一天会完全发完 

土地拥有权，但这并不 

正确，当土地拥有者想 

延长租赁期限，改变土 

地用途或进行土地买卖 

父易时，政府可从中收 

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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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來賢：花費逾96萬 

無車日活動今年續辦 
|管雪州环境、绿色 

#T_艺、消费人、科 

学、工艺及革新事务的行政议 

员许来贤指出，雪州政府于 

2018年举办的无车日活动，共 

花费了 ％万3097令吉82仙 

行动党新古毛州议员李继 

香则质疑这项活动的开销太高 

了。 

许来贤回答李继香的口 

头提问时透露，为了达到城市 

减碳的效果，雪州8个地方政 

府，即沙亚南市政厅、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梳邦再也市议 

会、安邦再也市议会、士拉 

央市议会、加影市议会、雪邦 

市议会和乌雪县议会在2018年分别举办了无车日活动，且 

2019年也会继续举办。 

许来贤也承认，2018年无车日活动的花费偏高，但全 

是为了提高雪州子民的醒觉意识，而雪州政府也举办了不 

少活动，来呼吁大家使用公共交通代步，如脚车。 

阿末尤努斯：脚车道无人问津 

然而，伊党昔江港州议员阿末尤努斯却表示，雪州子 

民对于使用脚车代步的反应十分冷淡，且雪州政府所建设 

的脚车道也无人问津。 

许来贤表示，为了提倡健康生活及节能减碳而建设 

的脚车道，是一项长远的醒觉计划，在短期内难以见到效 
甲. 

o 

他说，尽管我国天气十分炎热，不时还会下雨，导致 

人民极少使用脚车代步，但我国未来可能推行使用电动摩 

哆车或电动脚车，或可吸引更多人使用。 

雪州地方政府於2018年舉辦€無"i日活動費i 

地方政府 曰期 I 次数 费用 

沙亚南市政厅 1月至12月 10次 35万2393令吉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3月至12月 5次 21万令吉 

梳邦再也市议会 10月28日 1次 1万5150令吉 

安邦再也市议会 11次 9万519令吉82仙 

士拉央市议会 2月23日 1次 4万令吉 

加影市议会 11月11曰 1次 3万令吉 

雪邦市议会 3月至12月 9次 6万5035令吉 

乌雪县议会 8月至12月 —— 16万令吉 

许来贤：尽管雪州 

2018年无车曰活动的花 

费偏高，但这都是为了 

提高雪州子民对于城市 

减碳的醒觉意识4 

#党昔江港区州议员拿督阿末尤努斯揭露，•家位于 

1力其选区的电池厂于2017年被烧后，在去年重新投人 

运作，结果居民近日发现工厂方圆3公里的沟水都呈PH 1.9的 

强-性，铅排放含量更为正常数值的4至6倍高，怀疑电池厂 

为元凶。 

他说，居民和瓜冷县环保行动协都对此表达强烈关注， 

反对设于中小型工业区沟渠旁的该重型丁业继续运作，因观 

察到沟渠水泥已被腐蚀，情况相当过分，要求州政府给予回 

应。 

他也对选区内还有33间被指示关闭的非法洋垃圾工厂， 

尤努斯：鉛排放含量增數倍 

電池廠疑爲溝水酸性元凶 
仍偷偷运作感到担心，并揭露如今洋垃圾“跨界”运送的现 

象，即有洋垃圾被送到怡保和柔佛巴西古当，数日前更发现 

有来自瓜冷县的密集洋垃圾，出现在乌冷县。 

刘永山：曾失火或导致设施泄漏 

刘永山站起打岔指出，他曾去过该电池厂视察，昨天问 

了瓜冷环保行动协会对工厂地段的背景、现况用途和批准等 

资料，但都没拿到答案，不排除由于工厂曾失火，造成建筑 

结构受损使得废水处理设施出现泄漏，反问阿末尤努斯在担 

任行政议员期间，是否看过该工厂的相关报告。 

公正党巴生港口区州议员阿兹米占激动控诉，巴生港口 

直落昂工业区的非法工厂被取缔査封后，工厂仍悄悄运作， 

排出“五颜六 

色”的污水，促 

请州政府成立--

支特别委员会， 

监督和对这些非 

法工厂采取严厉 

行动，因他在个 

人脸书张贴非法 

工厂课题后，发 

现到执法行动马 

上提高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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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夫 

路 
邊 

昔 

i 

fqi动党武吉加星 

IT州议员拉吉夫 

指出，雪州地方政府应 

酌情处理住宅区的违例 

泊车问题。 

拉吉夫今日在雪 

州议会发表感谢雪州苏 

丹施政御词的辩论演 

词时表示，根据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法令有 

关泊车位的其中-项 

条款（Umlang-Undang 

kecil)显7K，民众不可 

在画上黄线的地方泊 

车，执法人员有权针对 

违例者展开取缔行动。 

“但是，大部分住 

宅区内都没有在路边画上黄 

线，因此居民在该处泊车并 

不构成违例行为，灵市政厅 

应对这些车主酌情处理。” 

他也以灵市加星山的违 

•mi例泊车问题为例，该区 

^每个周末都迎来非常多 

應登山客，在附近住宅区 

Hfi都停满了脚车，造成该 

区交通拥挤，其中也包 

胃括了在黄线停车，阻碍 

交通的车辆。 

處 行动党首邦市州议 

理 员黄美诗随后表示，许 

#• 多轻快铁站也面临违例 

1±泊车问题，因许多民众 

届到轻快铁站乘搭轻快铁 

泊 
时，也会将轿车停放在 

附近的住宅区。 

車 拉吉夫指出，尤其 

是排屋住区所面临的泊 

车问题，更为严重，因 

此他赞成执法人员对那些在 

黄线泊车的车主展开取缔 

行动，但对于居民在住家附 

近，没有両上黄线或泊车格 

的地方泊车，可酌情处理。 

拉吉夫盼建公立醫院 

應付靈市居民醫療需求 
g动党武吉加星州议 

员拉吉夫希望，雪 

州政府可向卫生部建议，在 

八打灵再也建设一所公立医 

院，以应付灵市居民的医疗 

需求。 

拉吉夫今日在雪州议会 

发表感谢雪州苏丹施政御词 

的辩论演词时表示，灵市已 

发展为一座大城市，但却没 

有一家公立医院，令人难以 

接受。 

他透露，灵市居民若要 

看诊，就需前往马大医院， 

若要接受更进-步的治疗， 

则需转至沙登医院或双溪毛 

糯医院。 

他说，不管是沙登医 

院或双溪毛糯医院，其距离 

对于灵市居民而言都不近， 

因此他希望雪州政府可为民 

请命，向卫生部提出申请， 

在灵市区内建设一所公立医 

院。 

他认为，若灵市可建设 

公立医院，不止是造福武吉 

加星选区内的选民，也惠及 

梳邦再也、甘榜东姑、美丹 

花园及斯里斯迪亚的选民。 

甘納巴迪勞：消除赤貧藍圖 

將有效增人民收入 

掌 
管雪州巩固社会经 

济发展及关爱政府 

事务的行政议员甘纳巴迪劳 

表示，根据研究显示，雪州 

政府透过消除赤贫蓝图，能 

够有效增加人民收人。 

他指出，凡是个人收 

人1500令吉以下及家庭收人 

3000令吉以下者，都能够向州 

政府申请获得器材进行小生 

意，还有综合微型贷款o 

他回答公正党武吉美拉 

华蒂州议员祖薇丽亚的口头 

提问时说，根据智库达鲁依 

山研究所对1171名受惠者所做 

出的研究显示，其中有1019人 

(87% )认同，上述计划可提 

高他们的收人，同时，根据 

最终报告，95%的人认同能透 

过计划提升收入， 

“这项计划从启动至 

今，都是200万令吉的拨款， 

也因为有限的拨款，所以需 
要谨慎审核。” 

他说，每项申请都是提 

呈给土地局，然后再呈交到 

经济策划单位，预计耗时3至 

4个月，面对_ -些紧急的申 

请，他也已指示土地局直接 

交给经济策划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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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林：地方政府官員勿自滿 

確保人民“親身感受”五星服務 

(沙亚南19日讯）雪州议长黄瑞林表示，尽管雪州许多 

地方政府获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评为五星级，更获得雪州苏丹 

新闻，因此身为负责任的良好公民，我们在社交媒体发言时 

应该自律，绝对不能蓄意攻击任何种族或宗教。” 

他重申，停止散播假新闻，也是为了避免被极端主义分 

子或政党逮到机会，加以煽动各种谣言或抹黑言论，最终造 

成一发不可收拾的结局，破坏我国各族间的安宁和稳定 

殿下点名称赞，惟希望地方政府官员不要就此自满，要加倍 

努力T.作，确保人民也能“亲身感受”五星级服务。 

雪许多地方政府获五星评级苏丹点名称赞 

“身为先进州属，许多雪州县市议会获得房地部评为 

五星等级，的确值得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的称赞，但我也 

希望地方政府官员，尤其是前线服务人员，必须把‘五星评 

分’反映在日常服务，而不是流于表面体制。” 

身为适耕庄州议员的他强调，即使城市地区的市政厅或 

市议会表现出色，但郊区的县议会仍需加倍努力，其中减少 

各式申请程序的繁文缛节、提高基建维修和前线服务效率， 

更是所有地方政府应该提升的目标。 

他今日发文告感谢雪州苏丹殿下，日前在雪州议会开幕 

仪式发表的御词时，如此表示，并提醒地方政府即使获得官 

方体制的五星评分，但如果无法让人民产生认同感，也无济 

于事。 

黄瑞林补充，雪州人口持续增长，加上经济活动活跃， 

产生的垃圾量逐年增加，以更具效率的方式减少或善用垃 

圾，是迈向先进州属的关键，而逐步收回垃圾处理服务的雪 

州政府子公司，即达鲁益山集团也获得民众好评Q 

“如今而榄准备展开‘垃圾转化能源’的新计划，更 

有效率处理垃圾，甚至转为发电方式，也彰显雪州政府具有 

把垃圾转为黄金的慧眼，未来有望成为再生能源的发展重点 
区。” 

另外，黄瑞林也对雪州苏丹殿下强调各族需互相尊重， 

并善用社交媒体发布正面信息的提醒表示认同。 

社交媒体发言应自律 

“如今社交媒体越来越多，发布讯息很容易，弹指间就 

能制造舆论话题，也变相制造缺乏求证，甚至鼓吹谣言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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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议长黄瑞林较后在议 

会厅外针对黄洁冰的回 

应指出，从本次州议会开始，雪 

州男女议员皆需遵循穿暗色外套 

的衣著规范，并强调议长拥有对 

州议会事务的最终决定权。 

他透露，黄洁冰在议会午休 

时，有向他阐明了本身对女性衣 

著规范的观点，而黄洁冰也愿意 

接受州议会从本次开始落实的衣 

著规范。—-(议员出席州议会） 

不要穿得像来服装表演，需穿得 

整齐和暗色（外套）。” 

他强调，他在州议会对议 

员衣著规范的要求没有针对任何 

人，无论是政府的行政议员、希 

盟后座议员或反对党议员，需基 

于议会是神圣的精神，-同维护 

和捍卫议会的形象。 

被指衣著不符州議會規範 

黃潔冰：沒這回事 

雪州議會會議 

(沙亚南I9日讯）公正党武 

吉兰樟区州议员黄洁冰于州议会午 

休时，在议会厅外受询议长黄瑞林 

在州议会午休前，以她为例点名 

“提醒”其穿著不符合女性议员的 

规范时，直截了当回应“没有这回 
事” 

i穿-袭白色外套，罩着白 

色与浅绿色连身过膝长裙的她，向 

记者出示州议会向议员发出的通知 

函指出，公函只阐明出席州议会 

的官员需穿暗色西装外套（lmmge 

suit gelap )，女性则需端庄西装外 

套（blazer)，并没对女性的外套 

进行颜色规范。 

指国会没规范女性外套颜色 

也是雪州希盟后座议员俱乐 

部主席的黄洁冰表示，会私底下向 

议长沟通和阐明本身的观点，并笑 

称本身不喜欢穿黑色外套，所以向 

来都是以类似的白色外套衬连身长 

裙出席州议会。 

她说，就算是副首相兼妇女 

及家庭发展部长拿督斯里旺阿兹 

莎，于上届担任加影州议员时，也 

问过她关于雪州议会的女性穿著规 

范，因据了解国会并没限制女性议 

员的外套颜色。 

不过，黄洁冰较后也证实， 

她接纳议长对女性衣著规范的指示 

与决定，所以接下来会身穿暗色外 

套出席州议会。 

议长黄瑞林（左起）和身著白色与浅绿色 

连身长裙、披上白外套的黄洁冰在午休时，针对 

女性议员穿著交换意见。黄瑞林称黄洁冰已接受 

从本次州议会开始，女议员亦需穿暗色外套的规 

定^坐者右起黄思汉和黄美诗。 

男
女
議
員
須
穿
暗
色
外
套 

黃
瑞
林
•.

本
次
州
議
會
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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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水斷電居民抓狂 

，！廣 
a 

fa 

m 曩 

• 

(沙登19日讯）基于沙登拉也电变压站（PMU )损 

坏，史里肯邦安多个地区于昨日不但陆续停电，到了晚上 

又发生制水事件，让当地居民怨声四起，并直呼是“多灾 

多难”的一天！ 

停电也造成该区商场，如沙登的永旺购物中心及巨人霸级市场 

被迫提早关闭，至于快餐店也暂停营业至电流恢复才开店，估计蒙 

受一定的损失。 

截至今日上午，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电供，国能随后发文告道 

歉，并声称电流将在下午2时，全面恢复供应。 

另外，雪兰莪水供管理公司发表文告指出，截至12时，大部分 

受影响地区已经恢复正常。. 

mm 
識 1raktor 

_ �DANGBEKBRI 
_ 

国能公司在沙登受 

影响地区置放电流接驳罗 

里，为居民提供电源。 

欧阳捍华（中）巡视沙登卫星市的电流接驳站，并向国能公司人员了解最新情况。左二为王奕翔 

及右二为唐竟发。 

彡二^动党史里肯邦安区州议 

1 了员欧阳捍华今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时表示，沙登多区周--

下午4时起开始面对停电问题，部 

分地区停电长达15小时，-整晚 

都难以AJ民。 

据了解，沙登多个地区受影 

响，包括沙登新村、沙登岭、宾 

吉兰布特拉、布特拉柏迈花园、 

怡观园及部分蒲种范围。 

“截至目前为止，国能公司 

共派出200辆电流接驳罗里到受影 

响的地方，估计上万名住户受到 

影响，目前仍有6000户住家未恢 

复电流供应。” 

他说，该电流接驳站内部疑 

发生爆炸，估计需要数天时间完 

成维修；国能公司在事发后即刻 

采取维修行动，并在这段时间内 

调动全马的电流接驳罗里，到受 

影响地区的电流接驳站，暂时性 

为用户提供电源。 

歐陽捍華：部分地區停電15小時 
“同时，水供也受到停电 

影响，无法正常操作需水槽内的 

水泵，将净水输送到去用户。不 

过，庆幸的是电源及水源在周二 

凌晨时间逐渐恢复正常。” 

沙登区近年最严重停电 

欧阳捍华说，该停电事故是 

沙登区近几年来最严重的-次， 

他在事发后接获许多居民投诉。 

不过，他澄清，该事件并非因发 

展过度或电力不足导致，而是发 

生技术问题。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梳 

邦再也市议员工奕翔及沙登新村 

村长唐竟发。 

机器无法操作工厂提早放工 

受访沙登商家及居民表示， 

停电及制水事件引起不便，同时 

也让商家蒙受损失：、 

受访厂商表示，没有电源供 

应，机器也无法操作，他们只好 

提早放工，隔日再继续工作。 

另外，受访的怡观园麦当劳 

快餐店员工表示，该快餐店在下 

午4时停电后暂停营业，直到隔日 

凌晨12时许恢复电源后才继续营 

业。 

“在停电期间，许多人欲 

进人快餐店，但我们无法人场营 

业，只好在人口处置放障碍物， 

不让他们进来。” 

她说，沙登怡观园部分地 

区没受影响，有正常电流供应， 

因此有电流供应的食肆特别多人 

潮。她说，售卖蜡烛的商家的生 

意也特别好，该区的蜡烛被一扫 

而空。 

电 

塵 

国彳 

站 

林火，火势快速蔓延。 

非法焚燒罔顧他人安危 
阳捍华表示，大学岭 他说，沙登社区服务中心周 

靠近隆布大道史里肯 •晚上8时许接获居民投诉，指 

邦安出口的山坡昨日遭不法分子该处疑非法焚烧垃圾，加上天气 

非法烧垃圾引起大火，所幸消拯炎热，火势蔓延快，引发林火。 

员成功扑灭林火。 “该山坡与廉价组屋及住宅 

区的距离相当靠近，威胁居民的 

安全，我谴责非法焚烧垃圾者只 

为自己方便，罔顾他人的安危， 

该行为要不得。” 

同时，他也提醒居民，-a 

发现任何非法焚烧垃圾，必须向 

有关当局投报。 

ft 

能 
致 
歉 

[能 公 司 

(T N B )针 

对沙登拉也电变压站 

(PMU )昨日下午3时56 

分损坏，导致史里肯邦安 

及怡观园一带发生停电事 

件，向受影响的用户致 

歉。 

国能公司分销网络 

总经理万纳兹米今日发表 

文告指出，修复电变压站 

的工作预计将在明日完 

工，并感谢受影响用户们 

给予的耐心。 

万纳兹米表示，当 

局了解受影响用户所面对 

的困境，丁作人员目前抢 

修有关问题，以尽速恢复 

电源供应。 

“67%的受影响用 

户在2个小时内已获得电 

供，剩余的用户已获得与 

使用发电机。” 

文告指出，电供于 

昨日下午5时已经逐步恢 

复正常，截至午夜12时， 

超过85%用户获得正常电 

供o. 

截至目前，在等待 

恢复电供期间，用户所使 

用的发电机达131部，目 

前预计将会提供另外39部 

发电机，供应电源，以在 

今日下午2时全面恢复电 

供。万纳兹米今呼吁民众 

通过TNB Careline脸书或 

致电热线（15454 ) 了解 

最新消息。 

水 
槽 
車 
派 

截 
至今日中午12 

时，八打灵县、 

水 
至 
水 
共 
灰 
復 

乌冷县及雪邦县制水区的 

水供已恢复70%� 

雪州水供管理公司 

今日发表文告指出，水槽 

车会在制水区提供水源， 

直到水供全面恢复正常为 

止。 

当局已经启用史里肯 

邦安PSK 9路的一站式服务 

中心，为客户提供相关服 

务。 

欲知详情，可下载 

"Air Selangor"手机应用 

程式，或浏览www.syabas. 

com.my o 

相關新聞見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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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MM 史里肯邦安斷水電居民抓狂 

被逼停工延遲交貨 
羅先生（50歲，喷漆業者） 

“我位于沙登区的工厂 

在周一下午4时开始停电，由 

于喷漆需要依靠机器及电源， 

我被逼放下我手上的工作，隔 

日再继续。 

半夜被熱醒 
梁琳琳（29歲，居民） 

“我居住在沙登_ •带，虽然我的住 

家没受周_ -停电影响，但我的住家在星 

期日晚上曾停电，当时我睡到一半被热 

醒，才发现停电。 

我和家人在凌晨1时被热醒后，因 

为太热而无法人睡，只好与家人在客厅 

等待电供恢复，电供最终在凌晨3时恢 

复正常。” 

同时，我也跟顾客说明 

受到停电影响，必须延迟交货 

给他。我认为无论停电或制 

水，都会我们带来不便。” 

沙登多区于周一下午4时 

起面对停电及制水问题，估 

计上万人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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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賺 

Sin Chew Plus 丨科^準上Special 
I / \ \ \ 

報道：本刊葉咿穎 

攝影：本報黃玲玲 中国药监局在2018年7月15 口发表文告，揭露中国长春长生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当局的突击检查中发现其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 

假，以及该公司与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2017年批次百白破疫 

苗（DTaP)效价不足高达65万支，中国再度爆发疫苗信任危机。 

但是实际上对疫苗抱持质疑态度的不只是中同人，英闰、意大 

利等欧洲国家还有人规模的反疫苗运动成为反疫苗的“重灾区”， 

而更让人担忧的是这股反疫苗风潮也吹到了马来西亚。 

中冈人不信任疫苗是因为真假的问题，那其他_家的人反疫苗 

的原因又是什么？疫苗真的可以不打吗？ 

Focus 

焦黑占：s p e c i a l f o c u s @ s i n c h e w . c o m . m y  

娱樂 : 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 @ s i n c h e w . c o m . m y  

編輯：袁博文 

_打田 
雪州政府 
額外提供 

免費疫苗 
自我国推行疫苗计划 

后，从1970年至2017年间成功 

降低85%的儿童死亡率，目前 

我国政府为新生儿提供的免 

费疫苗可预防12种由细菌和病 

毒引发的疾病，其中包括肺 

结核、麻疹、B型肝炎、破伤 

风、白喉、百日咳、腮腺炎、 

风疹、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 

痹）等等。 

疫 

• 

苗，被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列为20世纪公共健康领域最伟大的发明 

之-是用细菌、病毒、肿瘤细胞等制成的生物制剂，可以通过疫苗接 

种的方式让接受者获得免疫力 

在疫苗大规模普及后，虽然只有让人闻之色变的天花绝迹，但是却有效地大 

幅度减少小儿麻痹、肺结核、麻疹等致死率高、传染速度快的疾病。 

家庭医药专科医生罗健文受访时就提到，“在三四十年前，你可能还会看到 

很多小儿麻痹症的患者，但是近年来几乎没有新的病例，这就是因为疫苗有效地 

保护我们的社会£ ” 

而要达到彻底消灭或控制致命疾病的效果，便是要通过大型接种活动，如 

Measles (麻疹）接种人数多达90% ~ 95%，Polio (脊髓灰质炎）接种人数多达 

80% ~ 85%,社会才具备群体免疫力（Herd Immunity )� 

什么叫群体免疫力？即大部分人因接种疫苗获得免疫力后，就能保护少部分 

没有接种疫苗的个体，而且若大部分人对某种疾病免疫或易感个体（容易被感染 

者）很少时，传染病就无法蔓延： 

换句话说，越多人免疫，易感个体和受感染的个体间接接触的机会越小。反 

之，当不接种疫苗的人越来越多时，传染病蔓延或重现的几率就会更大。 

>>>> 

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接种时间表 

»刚出世：（肺结核）、B型肝炎（第一针） 

• 7岁：M R � D T腿 

腺炎和风疹、白喉 

和破伤风 

，1个月：B型肝炎（第二针） 

2个月：D T a P  (白喉、百 

日咳和破伤风）�Hib ( b型 

流感嗜血杆菌）�Polio (脊 

髓灰质炎）（第一针） 

•  2 1个月：J E  

曰本脑炎（砂 

拉越而已） 

•  1  8个月：D T a P  

Polio (加强剂量) 

罗健文医生表示，由于疫苗价格昂贵，政府R能 

提供极为重要的一类疫苗为人民接种，家境较好的家 

长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会选择到私人诊所接种 

二类疫苗。 

、“这些疫苗的价格比较昂贵，-针约一百多令 

吉，有者会高达三百多令吉。可以不打，但是推荐接 

种的。” 

此外，还有_ •种小儿肺炎疫苗（Pneumococcal)， 

以根据接受者的岁数来决定打针的时间表。 

比如新生儿在2个月大时开始接种，第二针、第3, 

针和第四针就会分别落在4个月、8个月和12个月。 

若新生儿是在3个月接种，那其他3针就会在5个 

月、7个月和12个月，以此类推。 

“如果新生儿是在7个月大的时候接种，就只需要 

打3针；1岁以上或成人接种，仅需要打两针。” 

而在上述疫苗中，价格最为昂贵的就是小儿肺炎 

疫苗，每一针约二百至三百多令吉（视乎哪个品牌）， 

如新生儿要打4针，光是这种疫苗全程下来已经要上千 

令吉，对父母来说亦是一种负担。 

不过罗健文医生提醒，雪兰莪州的居民可留意雪 

州政府推出的健康关怀计划（Skim Peduli Sihat )就包 

括为家庭收人3000令吉以下的B40群体免费接种小儿 

肺炎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苗，有需要的民众可登录 

https://semakanonline.com/kad-peduli-sihat/ 查阅详情 o 

疫苗疑問二三事 

馬來西亞的疫苗 

安全嗎？ 
中国的假疫苗、过期疫苗横行，引发该国 

人民对疫苗的忧虑和质疑，那马来西亚的疫苗 

是从何而来？我们是否能保证疫苗的安全？ 

对此，罗健文医生就强调，我国并没有生 

产疫苗，而且我国所使用的疫苗均是从欧美国 

家人口，所以民众可以给予百分百信任。 

“药物会分专利药和仿制药（generic )， 

但疫苗没有，几乎都是从欧美国家人口的。” 

他说，生产疫苗需要有大量的研究来验证 

疫苗稳定性，若马来西亚要生产疫苗，除了要 

具备欧美国家拥有大量人才和技术的条件，亦 

需和新加坡合作，否则可能会有些难度。 

打一次疫苗 

終生受保？ 
有许多人对疫苗都会产生误解，认为只要 

接种疫苗，相关疾病就不会找上门，结果后来 

患病了，会衍生出对疫苗的不信任感，认为接 

种疫苗无用。 

罗健文医生坦承，疫苗并非万能灵药，即 

便接种了疫苗，也有可能会患上有关疾病。但 

是接种疫苗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群体免疫力的 

作用，确保这些传染疾病的感染者越来越少。 

“没有哪种疫苗是让人们能100%躲过疾 

病，否则为什么至今还是会有人患上肺结核？ 

当你抵抗力变弱时，就会很容易被感染。” 

人体的抵抗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弱 

化，因此有的疫苗如B型肝炎的效力会渐渐消 

退，需要重新接种，只是根据最近推出的指 

南，完成B型肝炎接种疗程的人就无需再重新 

接种。 

“但是只要医生发现患者体内的抗体不 

足，就会建议打这种疫苗。” 

疫苗有哪些 

副作用？ 

參1 2个月：M M R  (麻疹、 

腮腺炎和风疹） 

• 9个月..M M R  (麻疹、腮 

腺炎和风疹）、JE日本脑炎 

(砂拉越而已） 

6个月：B型肝炎（第 

针）�Measles麻瘆 

(沙巴而己） 

在私人诊所可接种疫苗种类和时间表 

2 ~ 6个月间 
Rotavirus (轮状病毒口服疫苗，预防腹泻、 

肠胃炎）需2到3剂，视乎哪个品牌 

8个月起 流行性感冒（每年都要注射以达保护效果） 

12个月起 水痘2剂 

24个月 
A型肝炎（第一针）�Meningococcal (流行 

性脑脊髓膜炎） 

30个月 A型肝炎（第二针） 

有些人会投诉在接种疫苗后，会出现发 

烧、手臂无力等的症状，部分家长会认为接种 

后会让孩子身体抵抗力越来越弱，显然弊多于 

利，于是拒绝让孩子接种疫苗。 

“其实这种想法是很自私的，他们仅考虑 

孩子眼前的问题，却没想到会导致传染病在社 

会横行，会害到其他孩子。” 

罗健文医生说明，儿童在接种疫苗后，部 

分人可能会发烧，这些是很正常的副作用。 

“至于一些人说会陷人昏迷、呼吸困难、 

过敏、双脚无力，还有一篇报道提到女性接种 

子宫颈疫苗后半身不遂。这些所谓的副作用， 

其实并没有足够的研究来证实，只是很偶然的 
事件。” 

他不否认接种疫苗也可能会有副作用，但 

几率仅有一百万分之一，或者极少数人确实是 

对疫苗过敏的。 

O为什么有人反对打疫苗？ 

(请翻阅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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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田 
要找對的人來打 
为了减低接种疫苗带来的副作用，必 

须要由专业人士如医生或受训练的护士来 

接种，否则针头•旦落在错误的位置，就 

会让接受者承受多一些痛苦。 

“接种也讲究位置的，每一种疫苗的 

注射位置都不一样，比如肺结核的疫苗是 

要打在表皮，B型肝炎是要打在肌肉，有 

些是要打在皮下层。如果打错位置，会出 

现红肿、溃疡、感染、手臂不能动等副作 

用。 

家庭医药专科医生罗健文也提到，早 

前曾有药剂师接种疫苗的提议引起医护人 

员的反对，除非他们获得专业培训： 

“但是他们很多人连抽血也不行，所 

以不建议由药剂师来接种疫苗。毕竟疫苗 

不是药物，是没有伤害性的病毒。只怕他 

们打不对位置，引发更多的副作用，从而 

导致大众抗拒接种疫苗。” 

且勿论药剂师，即便是专业的医生在 

没有受过训练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打错位 

置。 

他举例，为婴儿接种疫苗的时候，针 

头应落在大腿，但-些并非家庭专科出身 

的医生，曾试过在兼职时会误把针头打在 

婴儿的手臂上，结果造成婴儿的手臂好几 

天不能动弹。 

因此，很多时候家长会认为接种疫苗 

后会出现的种种“副作用”，实际上极有 

可能是没有打对地方。 

“而且每种疫苗的打法、位置也不--

样，把该注射到肌肉的疫苗打到皮下层， 

结果就会引发红肿。所以很多时候不是疫 

苗的问题，而是技术问题，也因此其他专 

与成人不同 

给婴儿接种疫苗的部 

位是大腿的特定部位， 

若无经验无受训的医护人 

员把疫苗打在婴儿手臂 

上，可能会让婴儿手臂 

几天不能动弹。 

深股动脉 

坐骨神经 

股直肌 

股外侧肌 

股动脉和静脉 

股骨大转子 

股外侧肌 

(三等分 

中间部分） 

外股骨髁 

三角肌 

報道：本刊葉咿穎 

攝影：本報黃玲玲 疫苗的理由是| 

1.疫苗導致自閉症 
無證據證明 
近年来反疫苗运动在世界各国日 

渐抬头，原因包括宗教信仰、个人理 

念等等，还有更多的家长认为疫苗是 

引发自闭症的“元凶”，这•切缘于 
一场“骗局”： 

在1998年2月，英国皇家自由医院 

的医生安德鲁.维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 )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 

刀》（Lancet)上发表j •篇文章指 

出，该团队研究了 12个自闭症儿童， 

其中有8个孩子的家长表示在接种了 

MMR疫苗后，孩子“变得有些不对 

劲”，并伴有结肠炎的症状。 

他在文章中写道，同时接种MMR 

疫苗会使免疫系统超负荷而导致结肠 

炎，甚至可能会引发自闭症。 

文章刊登后，•石激起千层浪， 

英国的疫苗接种率飞流直下，从1995 

年的95%以上跌到2004年的81%，英国 

首都的伦敦更只有61%，结果直接导致 

麻疹率急速上升，从1998年的56宗病 

例增加到2006年上半年近500宗病例。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即使英国政府和医疗专家们不断发表 

大量文章质疑他的研究结果，并强调 

MMR与自闭症并无直接联系，也无法 

将走人迷思的父母们拉出来。 

2004年，与他一起发表该论文的 

13名共同作者中的10人在《柳叶刀》 

发表道歉声明，欲撤回有关言论，同 

时表明之前研究的数据并不充分，就 

贸贸然提出草率的猜想，结果对公共 

卫生造成重大影响 

随后，维克菲尔德更被一名记 

者揭发，其研究证据被人为篡改、其 

研究对象均是要进行反疫苗诉讼的家 

庭，甚至接收了相关诉讼律师贿赂， 
让他发表有利诉讼的“学术证据” _ 

到了2010年，《柳叶刀》撤掉该 

篇论文，2011年英国医学总会吊销了 

他的执照。 

尽管后来有大量研究表明没有证 

据显示MMR疫苗与自闭症有直接关 

联，但是英国的MMR疫苗接种率在 

2012年仅回升到90%，尚未达到世界卫 

生组织规定的95%标准线。 

这篇“论文”带来的弊病亦在 

2012年和2013年体现了，在这两年南 

威尔±和默西塞德郡相继爆发麻疹， 

患者绝大部分是这起事件后父母拒绝 

接种疫苗的孩子。 

甚至到了现在，“MMR疫苗会导 

致自闭”的说法还在网络上流传，并 

未停歇。 

2. “自然”成長最好 

的: 
此外，还有•些因为疫苗含有“非清真”的成分而拒绝为孩 

子接种的穆斯林家长亦越来越多。 

罗健文医生解释，有些疫苗里含有一种非清真的成分用来稳 

定疫苗的效用，是无可避免的。 

“其实只要能拯救性命的，就是清真的范围。像_ •些治疗心 

脏病的药物里同样也是含有非清真成分的，没有办法不服用。许多 

穆斯林医生也曾站出来为疫苗发声，毕竟这是用来救命的。” 

更让罗健文医生比较烦恼的是，-些家长会误信网络倡导的 

所谓“自然疗法”，像是莲花分娩法（Lotus Birth)，孕妇在家里 

自行生产后，不剪断与胎盘连接的脐带，等脐带自行脱落，认为此 

分娩法出生的孩子比较健康。 

“这比反疫苗更严重，而且这些家长一般是不愿意让自己的 

孩子接种疫苗，希望自己孩子完全自然地成长。” 

这些“自然派”父母会固执地认为，在疫苗出现之前人类也 

活过来了，他们相信只要照顾好卫生问题，孩子就能健康成长。 

可是他们忘了孩子现在所处的世界并非无菌空间，他们无法 

完全与世隔绝，不与任何人交流。再者，疫苗出现之前，死于麻 

疹、天花、肺结核的人不计其数，科技医药的进步就是为了改善人 

类的生活和健康，为何要倒退到无药可治的中古世纪？ 

麻疼患者 

激増 
我国卫生部秘书长拿督诺希山在1月份 

曾公布一项数据，2013年拒绝为婴儿接种疫 

苗的案件为637起，可是到了2016年就暴增 

到1603起，2017年略有下降但仍有1404起。 

在这短短的3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家长对 

疫苗敬而远之？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听信所谓专家的主 

张、网络流传的文章而选择不打疫苗，导致 

近年来很多近乎消失或少见的疾病如麻疹、 

白喉死灰复燃。”罗健文医生无奈道。 

以麻疹为例，马来西亚没有注射麻疹疫 

苗的案件从2013年的125宗（68.7%)，增至 

2018年的 1467宗(75.9%)。 

而原本疫苗可预防的疾病如麻疹，近年 

来在我国开始有激增的迹象。根据诺希山公 

布的数据显示，本可以靠疫苗预防的传染病 

如麻疹等病例从2013年的195宗，增至2018年 

的1934宗，在2018年更有6人因没有接种疫苗 

死于麻疹。 

除了马来西亚，世界卫生组织@洲区域 

办事处2018年8月2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 

年上半年欧洲有四万一千余名儿童及成人感 

染麻疹，至少37人死亡，创2010年以来的新 

•气. 

“原本婴儿出生后第12个月才需要打 

第一支麻疹疫苗，但有鉴于麻疹病例越来越 

多，现在已经提前到9个月大就得接种。” 

没有为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是否知道自 

己已经将孩子暴露在风险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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