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h Alam: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Selangor mengeluarkan enam kompaun
terhadap syarikat dan individu dalam tem-
poh tiga bulan pertama tahun ini kerana
melakukan pembakaran terbuka.
EXCO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dan Hal Ehwal Peng-
guna negeri, Hee Loy Sian, berkata semua
kompaun itu dikeluarkan serta-merta oleh
pasukan khas JAS yang melakukan rondaan
pemantauan sejak Januari lalu.
“Selain itu, satu kertas siasatan berkaitan

pembakaran terbuka sudah dibuka.
“Pasukan khas JAS Selangor akan terus

melakukan rondaan siang dan malam, ber-
mula jam 2 petang hingga 11 malam di
kawasan yang berisiko tinggi berlaku pem-
bakaran terbuka.
“Agensi kerajaan negeri akan bekerjasama

dengan JAS dan bomba untuk meningkat-
kan rondaan, termasuk menggunakan dron
untuk memantau kawasan berisiko,” ka-
tanya pada sidang media di lobi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Tiada kompromi
Loy Sian berkata, antara kes kebakaran yang
dikesan berlaku di negeri ini ialah di hutan
simpan sekitar Banting, belukar berham-
piran kilometer 27 Lebuhraya ELITE meng-
hala ke utara dan kebun sisa sawit di Jalan
Lapis 5, Kampung Baharu Sungai Pelek.
“Kita beri amaran kepada syarikat atau

individu di luar sana untuk lebih bertang-
gungjawab. Sikap mereka sewenang-we-
nangnya melakukan pembakaran terbuka
menyusahkan orang ramai.
“Tiada lagi kompromi dalam isu pem-

bakaran terbuka ini. Tindakan undang-un-
dang akan dikuatkuasakan secara lebih te-
gas.
“Seksyen 29(A) Akta Kualiti Alam Seke-

liling 1974 memperuntukkan denda tidak
melebihi RM500,000 atau penjara selama
tempoh tidak melebihi lima tahun atau
kedua-duanya sekali,” katanya.
Jelas beliau, Akta Kualiti Alam Sekeliling

1974 turut memperuntukkan kompaun
maksimum RM20,000.

JAS keluar
6 kompaun
pembakaran
terbuka

Kita beri amaran
kepada syarikat
atau individu
di luar sana

untuk lebih bertanggungjawab.
Sikap mereka sewenang-
wenangnya melakukan
pembakaran terbuka
menyusahkan orang ramai”

Hee Loy Sian,
EXCO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Selangor

Headline JAS keluar 6 kompaun pembakaran terbuka
MediaTitle Berita Harian
Date 21 Mar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Nasional Circulation 69,985
Page No A62 Readership 209,955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207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7,135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1,406



Shah Alam: Selangor menca-
tatkan nilai pelaburan dalam
sektor perkilangan tertinggi
iaitu sebanyak RM18.94 bilion
pada 2018 berbanding RM5.59
bilion pada tahun sebelum-
nya.
Jumlah pelaburan yang di-

luluskan itu adalah yang ter-
tinggi dalam sejarah negeri de-
ngan peningkatan sebanyak 238
peratus.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

ri, berkata mengikut statistik
Lembaga Pembangunan Pela-
buran Malaysia (MIDA) 2018, se-
banyak 241 projek perkilangan
diluluskan tahun lalu berban-
ding 202 projek pada 2017.

Pencapaian mengagumkan
Katanya, pencapaian yang me-
ngagumkan itu adalah melalui
keyakinan yang ditunjukkanpe-
labur asingmenerusi pelaburan
langsung asing (FDI) iaitu
RM10.83 bilion pada 2018 ber-
banding RM2.16 bilion tahun
sebelumnya.
“FDI menunjukkan peningka-

tan sebanyak 400.7 peratus. Pe-
laburan tempatan (DDI) juga
menunjukkan peningkatan ke-
tara sebanyak 36 peratus ber-
banding tahun sebelumnya iai-

tu RM8.11 bilion berbanding
RM3.42 pada 2017.
“Pelaburan baharu pulamen-

catatkan peningkatan sebanyak
427 peratus iaitu RM13.52 bilion
pada 2018 berbanding sebanyak
RM2.56 bilion pada 2017.
“Pengembangan pelaburan

meningkat sebanyak 79.2 pera-
tus iaitu RM5.42 bilion pada ta-
hun 2018 dan RM3.02 bilion
(2017),” katanya di Lobi Dewan
Annex, di si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peningkatan

pelaburan juga mempengaruhi
peningkatan dalam peluang pe-
kerjaan sehingga 84 peratus iai-
tu 18,475 pada 2018 dan 10,031
pada 2017.
Katanya, dari segi pelabur

asing, pelabur dari China pe-
nyumbang tertinggi iaitu seba-
nyak RM3.93 bilion membabit-
kan pelaburan dalam sektor ba-
rangan asas logam, produk
kertas dan sektor lain.
“Jepun pula penyumbang ter-

tinggi dari segi bilangan projek
iaitu 27 projek diluluskan pada
tahun lalu berjumlah RM435.6
juta. Ia membabitkan industri
semikonduktor, bahagian auto-
masi kilang, industri makanan
(produk ayam dan daging yang
diproses), produk LED, automa-

tif dan banyak lagi.
“Jikamengikut sektor, produk

berasaskan logam adalah sum-
bangan tertinggi bagi industri
pelaburan iaitu RM6.89 bilion
diikuti kertas, percetakan dan
penerbitan (RM5.1 bilion); pro-
duk berasaskan getah (RM1.29
bilion); pengilangan makanan
(RM835 juta) dan produk plastik
(RM698 juta),” katanya.
Amirudin berkata, pelaburan

yang diluluskan sektor perkhid-
matan juga meningkat dan ter-
tinggi di negara ini iaitu RM5.78
bilion pada 2018 berbanding
RM4.5 bilion pada 2017.
Katanya, daripada jumlah itu,

sebanyak RM4.9 bilion disum-
bangkan pelabur tempatan dan
RM881.5 juta oleh pelabur asing
membabitkan perkhidmatan
gas dan minyak; tenaga yang
boleh diperbaharui; penjagaan
kesihatan persendirian; aktiviti
penyelidikan dan pembangu-
nan; logistik dan lain-lain.
“Kejayaan prestasimenunjuk-

kan keyakinan komuniti per-
niagaan antarabangsa dan tem-
patan terhadap ketelusan serta
kecekapan pentadbiran keraja-
an negeri selain keberkesanan
usaha dilaksanakan Invest Se-
langor Berhad,” katanya.

Pelaburan asing yakini Selangor

400.7 PERATUS
peningkatan FDI
di Selangor pada 2018

RM13.52 BILION
jumlah pelaburan
pada 2018

RM5.78 BILION
jumlah pelaburan
sektor perkhidmatan
pad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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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 SELANGOR

Ambil tindakan
segera tutup
pusat tahfiz
tak berdaftar
JAIS digesa serius laksana

titah Sultan Selangor basmi
khidmat pusat pengajian haram
Oleh Khairul Azran Hussin
khaiazr@bh.com.my

Shah Alam

Jabatan Agama Islam Se-
langor (JAIS) mesti menga-
mbil tindakan segera ter-

hadap semua sekolah tahfiz
yang tidak berdaftar dengan

pihak berkuasa agama itu.
Ahli DewanUndanganNegeri

(ADUN) Meru, Mohd Fakhru-
lrazi Mohd Mokhtar, berkata
JAIS perlu mengambil serius
titah ucapan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yang mahu isu sekolah tahfiz
tidak berdaftar diatasi.
“Nasib baik tuanku sultan

yang mahu sekolah tahfiz tidak
berdaftar ditutup. Kalau saya
cadangkan, mesti teruk kena
(kecam),”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

tika membahaskan titah uca-
pan Sultan Selangor pada si-
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di sini, sema-
lam.

15,000 pelajar berdaftar
Isnin lalu, ketika Istiadat Pem-
bukaan Persidangan Penggal
Kedua DU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meni-
tahkan semua sekolah tahfiz
swasta yang tidak berdaftar de-
ngan JAIS ditamatkan perkhid-
matannya.
Baginda turutmenitahkan se-

kolah tahfiz yang tidak mem-

punyai kokurikulumdan sistem
pendidikan akademik moden
hendaklah ditutup.

Bebas pengaruh politik
Titah Sultan Selangor, ketika ini
terdapat sejumlah 15,000 pela-
jar tahfiz di 263 sekolah tahfiz
swasta yang berdaftar dengan
JAIS.
Dalam pada itu, Mohd Fakh-

rulrazi berkata, JAIS diminta
memantau aktiviti yang dian-
jurkan di masjid di negeri bagi
memastikan ia bebas pengaruh
politik.
“JAIS kena pantau aktiviti

masjid. JAIS jangan pantau na-
zir sahaja. Pantau juga ahli ja-
watankuasa masjid. Pastikan
mereka bebas pengaruh mana-
mana politik,” katanya.

Keratan akbar BH kel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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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S elangor mencatatkan
pelaburan tertinggi
dalam tempoh 30 ta-

hun dalam sektor perkila-
ngan dengan nilai pelaburan
yang diluluskan berjumlah
RM18.947 bilion pada tahun
lalu .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ju-
mlah itu meningkat 238 pe-
ratus berbanding 2017 yang
mencatatkan kemasukan
pelaburan RM5.592 bilion
pada tahun itu.

Katanya, daripada jumlah

itu, RM10.837 bilion adalah
pelaburan langsung asing
manakala RM8.11 bilion di-
sumbangkan pelabur tem-
patan .

“Statistik daripada Lem-
baga Pembangunan Pelabu-
ran Malaysia (MIDA) 2018
yang dikeluarkan baru-baru
ini, turut menunjukkan se-
banyak 241 projek perkila-
ngan diluluskan di Selangor
pada 2018 berbanding 202
projek perkilangan dilulus-
kan pada 2017.

“Jumlah projek yang di-
luluskan ini adalah yang ter-
tinggi jika dibandingkan de-

ngan negeri lain,” kata nya
pada sidang media menge-
nai prestasi pelaburan
negeri Selangor
pada 2018 di sini,
s emalam .

Katanya, Se-
langor juga ber-
jaya mewujud-
kan sebanyak
18,475 peluang
pekerjaan dalam
sektor perkilangan
pada tahun lalu, me-
ningkat 84 peratus berban-
ding 10,031 peluang peker-
jaan dalam sektor itu pada
2017.

Beliau berkata, prestasi
yang memberangsangkan
itu menunjukkan keyakinan

komuniti pernia-
gaan antara-

bangsa dan
tempatan ke-
pada ketelu-
san dan ke-
c e kapa n

p entadbiran
kerajaan nege-

ri .
“Ia juga daripada

keberkesanan usaha
yang sudah dan akan di-
laksanakan oleh kerajaan
negeri melalui agensi peng-

galakan pelaburan iaitu In-
vest Selangor Berhad serta
kerjasama dan sokongan pa-
du daripada jabatan dan
agensi kerajaan lain seperti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ejabat daerah dan agensi
teknikal yang lain,” kata -
nya .

Menurutnya, China adalah
penyumbang tertinggi dari
segi jumlah pelaburan di Se-
langor pada tahun lalu yang
mencatatkan sebanyak
RM3.934 bilion dalam sektor
seperti barangan asas logam,
produk kertas dan lain-lain.
– B E RNA MA

FA KTA
Selangor mewujudkan

18,475 peluang
pekerjaan dalam

sektor perkilangan
tahun lalu

PRE STASI
TERBAI K

Sektor perkilangan di Selangor
catat nilai pelaburan diluluskan
berjumlah RM18.947 bilion tahun l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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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ani isu
tahfiz tak
b erdaftar
Shah Alam: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digesa
supaya mengambil tinda-
kan segera terhadap semua
sekolah tahfiz di negeri ini
yang tidak berdaftar dengan
jabatan agama itu.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Meru, Mohd
Fakhrulrazi Mohd Mokhtar
berkata, JAIS perlu meman-
dang serius titah Sultan Se-
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yang mahu isu
membabitkan sekolah tidak
berdaftar disele saikan .

“Nasib baik Tuanku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yang mahu sekolah
tahfiz tidak berdaftar ditu-
tup. Kalau saya cadangkan
mesti teruk kena (kecam),”
katanya .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membahaskan titah
ucapan Sultan Selangor
pada Sidang Dewan Unda-
ngan Negeri (DUN) Selang-
or, semalam.

Isnin lalu, ketika Istiadat
Pembukaan Persidangan
Penggal Kedua DUN Selang-
or, Sultan Sharafuddin me-
nitahkan semua sekolah
tahfiz tidak berdaftar dengan
JAIS ditutup dan ditamatkan
p erkhidm atanny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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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Sya r i kat
Bekalan Air Selangor Sdn
Bhd (SYABAS) memaklum-
kan bekalan air di Petaling,
Hulu Langat dan Sepang
yang terjejas akibat masalah
bekalan elektrik sudah pu-
lih 90 peratus sehingga jam
8 pagi, semalam.

Ketua Jabatan Perhubu-
ngan Pelanggan dan Komu-
nikasi Pengurusan Air Se-
langor Sdn Bhd, Abdul Raof
Ahmad berkata, kawasan
Sepang sudah pulih sepe-
nuhnya manakala Desa
Serdang dan Gita Bayu di

Hulu Langat belum pulih
ekoran tekanan air rendah
selain tidak stabil.

Menurutnya, kawasan
Petaling khususnya di be-
berapa lokasi tinggi dan
penghujung sistem agihan
seperti kawasan Perindus-
trian Bukit Serdang, Ser-
dang Perdana, Serdang
Raya, Lestari Perdana, Ta-
man Saujana Puchong,
Mutiara Indah dan Taman
Serdang Utama kini dalam

proses pemulihan berpe-
ring kat .

“Usaha meningkatkan
paras kolam agihan giat di-
jalankan untuk menstabil-
kan tekanan di sistem agi-
han bagi mempercepatkan
proses pemulihan bekalan
di kawasan terjejas.

“Pusat Khidmat Setem-
pat di Jalan PSK 9, Seri
Kembangan masih terus
beroperasi 24 jam dan ban-
tuan air kecemasan meng-

gunakan lori tangki dige-
rakkan ke lokasi terjejas
untuk memenuhi permin-
taan pengguna,” kata nya
dalam kenyataan sema-
lam .

Beliau berkata, pengguna
dinasihatkan untuk meru-
juk aplikasi telefon pintar
‘Air Selangor’ serta laman
web www.syabas.com.my
untuk mengetahui status
terkini bekalan air di ka-
wasan masing-masing.

Bekalan air sudah pulih 90 per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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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catat bacaan IPU tidak sihat W a n i t
KUALA LUMPUR - In-
deks Pencemaran Udara 
(IPU) di Shah Alam mere-
kodkan bacaan tidak sihat 
iaitu 111 sehingga pukul 6 
petang semalam. 

Menurut data yang dike-
luarkan oleh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menerusi la-
man web laman web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Malay-
sia (APIMS), stesen Shah 
Alam merekodkan pening-
katan IPU iaitu 99 pada 
pukul 9 pagi, 103 (10 pagi), 
107 (11 pagi) dan 111 pada 
pukul 7 malam. 

Sementara itu, berdasar-
kan peta taburan IPU di 
laman web tersebut, seban-
yak 66 stesen JAS di selu-

ruh negara mencatatkan 
bacaan IPU sederhana dan 
hanya tiga stesen menca-
tatkan bacaan baik iaitu 
di Sandakan serta Tawau, 
Sabah dengan bacaan IPU 
21 dan 36 manakala Kota 
Tinggi, Johor merekodkan 
IPU 35. 

Bacaan IPU 0 hingga 50 
dikategorikan sebagai baik, 
51-100 (sederhana), 101-200 
(tidak sihat), 201-300 (amat 
tidak sihat) dan lebih 301 
(berbahaya). 

Di Pahang, IPU di ka-
wasan Rompin dan Ba-
lok Baru yang dilaporkan 
tidak sihat kelmarin men-
catatkan tahap sederhana 
iaitu masing-masing IPU 

52 dan 59. 
Di Melaka, Bukit Rambai 

mencatatkan bacaan IPU 
79 manakala Alor Gajah 80 
iaitu tahap sederhana ber-
banding bacaan tidak sihat 
semalam. 

• Shah Alam, Selangor - 111 
• Sandakan, Sabah - 21 
• Tawau, Sabah - 36 
• Kota Tinggi, Johor - 35 
• Rompin, Pahang - 52 
• Balok Baru, Kuantan, 

Pahang - 59 
• Bukit Rambai, Melaka - 79 
• Alor Gajah, Melaka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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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bu: Shah Alam catat bacaan IPU tidak sihat
KUALA LUMPUR - Indeks Pencemaran Uda-
ra (IPU) di Shah Alam merekodkan bacaan IPU 
tidak sihat iaitu 107 sehingga jam 12 tengah hari, 
semalam.

Menurut data dikeluarkan oleh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menerusi laman sesawang Air Pol-
lutant Index of Malaysia (APIMS), stesen Shah 
Alam merekodkan peningkatan dari IPU 99 jam 
9 pagi, IPU 103 jam 10 pagi dan seterusnya IPU 
107 pada jam 11 pagi dan kekal sama sehingga 
jam 12 tengah hari.

Sementara itu, berdasarkan peta taburan IPU 
di laman sesawang tersebut, sebanyak 66 stesen 
JAS di seluruh negara mencatatkan bacaan IPU 
sederhana dan hanya tiga stesen mencatatkan 
bacaan baik iaitu di Sandakan dan Tawau, Sabah 
dengan bacaan IPU 27 dan 38 manakala Kota 
Tinggi, Johor mencatatkan IPU 43.

Bacaan IPU 0 hingga 50 dikategorikan seba-
gai baik, antara 51 dan 100 (sederhana), antara 
101 dan 200 (tidak sihat), antara 201 dan 300 
(amat tidak sihat) dan lebih 301 (berbah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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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Wong tak puas hati ditegur Speaker
SHAH ALAM - ADUN Bukit 
Lanjan seolah-olah tidak berpuas 
hati dengan teguran Speaker 
DUN Selangor berhubung cara 
pemakaiannya apabila memuat 
naik beberapa status bergambar 
di akaun Facebook miliknya,kel-
marin.

Status turut memaparkan 
gambar pakaian dipakainya keti-
ka hadir ke sidang DUN semalam, 
Elizabeth Wong Keat Ping me-
nulis pakaian tersebut menyebab-
kan Speaker begitu marah dan 
menegurnya.

“Hari ini (kelmarin) dalam 
sidang DUN, daripada memberi 
tumpuan kepada apa yang diper-
katakan, ada seorang ahli politik 
lelaki sebaliknya memberi tum-
puan kepada apa yang saya pakai.

 “Bila saya beritahu Speaker 
notisnya (pemberitahuan mesyu-
arat) tidak menyatakan sebarang 
had warna untuk pakaian (dan 
pada masa lalu peraturan ini tidak 
pernah dinyatakan perkara sede-
mikian), beliau (Speaker) mem-
balas oh..saya membuat keputus-
an itu sebentar tadi (semalam),” 

Status dimuat naik Elizabeth Wong 
dalam akaun Facebook miliknya.

mematuhi peraturan warna pa-
kaian.

Dalam notis tersebut tertulis 
pakaian semasa persidangan ada-
lah lounge suit gelap bagi pegawai 
lelaki dan tertib serta memakai 
blazer bagi wanita.

Terdahulu, Speaker DUN Ng 
Suee Lim menegur Elizabeth 
Wong kerana tidak mematuhi 
etika berpakaian ketika hadir 
pada sidang DUN,kelmarin.

Elizabeth memakai blazer pu-
tih dengan kain biru muda serta 
kasut but merah.

Suee Lim berkata, semua wa-
kil rakyat perlu menghormati 
DUN kerana mereka bukan 
menghadiri pertujunkan fesyen.

“Ini bukan ‘fashion show’, 
yang mana pelbagai baju atau kot 
pelbagai warna,tapi ini dewan, 
kita perlu menghormatinya.

“Kita menghormati dewan 
yang mulia ini, dan masa sama 
rakyat perhatikan kita, jadi wajar 
untuk kita ikut peraturan sedia 
ada termasuk daripada segi etika 
pemakaian untuk semua  ADUN,” 
katanya.

muat naiknya dalam beberapa 
status berbeza.

Elizabeth yang juga bekas 
Exco Selangor itu turut memuat 
naik gambar notis asal pemberi-
tahuan mesyuarat daripada peja-
bat Speaker yang didakwanya 
tidak menyatakan wanita h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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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kong pilihan 
raya PBT
KERAJAAN Negeri  
menyokong pelaksanaan 
pilihan raya kerajaan 
tempatan namun masih 
terdapat beberapa perkara 
perlu diselaraskan.

Pengerusi Jawatankuasa 
Tetap Kerajaan Tempatan, 
Pengang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pung 
Baru Ng Sze Han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sentiasa 
menyokong pelaksanaan 
pilihanraya kerajaan 
tempatan.

"Buat masa ini kita masih 
menunggu keputusan 
Kementerian Pembangunan 
Kerajaan Tempatan.

"Namun amat jelas 
bahawa kita sememangnya 
menyokong pelaksanaan 
tersebut,"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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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AJAAN Selangor memperkasakan 
Program Tuisyen Rakyat dengan mensa-
sarkan lebih banyak penglibatan pelajar 
pada tahun ini.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rka-
ta sebelum ini, penganjuran program ter-
sebut mendapat penyertaan seramai 6,000 
orang pelajar berikutan iniasiatif itu hanya 
dianjurkan pada hujung minggu di seko-
lah-sekolah atau bangunan yang disewa 
oleh kerajaan negeri.

Namun begitu, menerusi kerjasama 
dengan Jabatan Pendidikan Selangor pada 

tahun ini, beliau berkata pihaknya menjang-
kakan jumlah itu akan meningkat kepada 
10,000 orang pelajar.

"Selain itu, kita juga ada penambahan satu 
mata pelajaran menjadikan jumlah semuanya 
lima mata pelajaran yang disediakan dalam 
program ini,"katanya.

Amirudin berkata demikian bagi menja-
wab soalan Chua Wei Kiat (Rawang-PKR) 
yang bertanyakan sama ada kerajaan negeri 
akan menggunakan kaedah baharu untuk 
melaksanakan program tuisyen rakyat di Se-
langor.

Mengulas lanjut, Amirudin yang juga 
merupakan ADUN  Sunga Tua memak-
lumkan bahawa pemilihan pelajar bagi 
mengikuti program itu akan dibuat me-
nerusi data dibekalkan pihak sekolah bagi 
mengenalpasti golongan sasar yang layak.

"Jabatan Pendidikan Selangor akan 
kenalpasti jumlah pelajar dan kerajaan 
negeri akan cari sekolah tertentu untuk 
melaksanakan program ini pada waktu 
petang.

"Pelajar terlibat akan hadir ke sekolah 
mengikuti program tersebut,"katanya.

Program Tuisyen Rakyat ditambah ba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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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ang Dun Selangor,semalam, meluluskan usul kutuk serangan di Christchurch.

Kutuk serangan 
di Christchurch

S idang DUN Selangor sebu-
lat suara meluluskan usul 
tergempar mengutuk se-

rangan berdarah di dua masjid di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pada 
Jumaat lalu. 

Usul tersebut dikemukakan 
oleh Saari Sungib (Hulu Kelang-
PKR) dan dibahaskan selama 50 
minit oleh empat wakil kerajaan 
dan seorang wakil pembangkang.

Antara ADUN yang meng-
ambil bahagian bagi membahas-
kan usul tersebut adalah Syamsul 
Firdaus Mohamed Supri (Taman 
Medan-PKR), Datuk Dr Ahmad 
Yunus Hairi (Sijangkang-Pas), 
Lim Yi Wei (Kampung Tunku-

Sidang DUN 
Selangor lulus usul 
tergempar tragedi 

SHAH ALAM

DAP), Mohd Fakhrulrazi Mohd 
Mokhtar (Meru-Amanah) dan 
Law Weng San (Banting-DAP).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tindakan 
kejam dan melanggar batasan 
kemanusiaan itu sememangnya 
satu perlakuan ekstrim dan di 
luar pemikiran manusia.

Beliau berkata, semua pihak 
perlu sepakat untuk bersama-
sama menolak dan tidak mem-
benarkan unsur-unsur sedemiki-
an berlaku di negeri ini.

"Saya minta agar semua pihak 
tidak terpengaruh dengan anasir-
anasir tersebut yang memberi 
kesan buruk buat masyarakat,"ka-

tanya.
Dalam pada itu, Speaker 

DUN Selangor, Ng Suee Lim ber-
kata kerajaan negeri digesa me-
ngukuhkan dasar  keharmonian 
sesama budaya di negeri ini bagi 
meningkatkan sikap hormat-
menghormati antara satu sama 
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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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rudin(tiga kiri)  menunjukkan  prestasi pelaburan di Selangor,semalam.

Pelaburan Selangor tertinggi

S elangor mencatatkan 
sejarah tersendiri 
apabila mencatatkan 

rekod tertinggi sejak 30 ta-
hun lalu dalam pelaburan 
bagi negeri ini.

Prestasi pelaburan ne-
geri sekaligus mencatatkan 
prestasi terbaik bagi Sela-
ngor secara amnya dan 
khusus kepada Invest Sela-
ngor Berhad.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apa yang dicatatkan ini se-
kaligus melebihi sasaran.

Rekod terbaik 
sejak 30 tahun 

yang lalu

SHAH ALAM

"Statistik Lembaga 
Pembangunan Pelaburan 
Malaysia(MIDA) 2018, se-
banyak 241 projek perki-

langan telah diluluskan di 
Selangor bagi tahun ini 
berbanding sebanyak 202 
projek perkilangan yang 

diluluskan pada 2017.
"Jumlah projek yang 

diluluskan ini merupakan 
tertinggi dalam negara bagi 

2018 berbanding negeri 
lain, dan ia juga mencatat-
kan peningkatan sebanyak 
19 peratus dari segi bilang-
an projek," katanya,sema-
lam.

Katanya, jumlah nilai 
pelaburan yang diluluskan 
berjumlah RM18.947 bili-
on.

"Ia merupakan pening-
katan berbanding sebanyak 
RM5.592 bilion pada 2017.

"Pencapaian yang ting-
gi ini merupakan pening-
katan sebanyak 238 peratus 
berbanding tahun sebe-
lumnya dan sekaligus me-
rupakan pencapaian ter-
tinggi dalam sejarah 
negeri ini," katanya.

Menurutnya, pencapai-
an ini diterjemahkan me-
lalui keyakinan pelabur 

asing dan pelabur tempat-
an.

"Pelaburan langsung 
asing(FDI) menunjukkan 
peningkatan sebanyak 
400.7 peratus berbanding 
tahun sebelumnya

"Pelaburan pelabur 
tempatan menunjukkan 
peningkatan sebanyak 136 
peratus berbanding tahun 
sebelumnya, pada 2018 se-
jumlah RM8.11 bilion di-
sumbangkan oleh pelabur 
tempatan berbanding 
RM3.427 bilion pada 2017," 
katanya.

Tambahnya, sebanyak 
18,475 peluang pekerjaan 
direkodkan di sektor per-
kilangan bagi tahun 2018.

"Ia merupakan jumlah 
tertinggi di negara ini," ka-
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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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AJAAN Selangor dicadang 
supaya dapat mempertimbang-
kan penanaman ganja bagi tujuan 
perubatan di negeri ini.

ADUN  Jeram, Mohd Shaid 
Rosli berkata, menerusi Akta Da-
dah Merbahaya 1952 telah me-
nyatakan bahawa mana-mana 
jabatan kerajaan boleh membuat 
penanaman ganja bagi tujuan 
perubatan.

Untuk tujuan itu, beliau ber-
kata satu kajian bagi penanaman 
ini telah dilaksanakan oleh Peng-
arah Pusat Racun Negara Univer-
siti Sains Malaysia (USM), Prof. 
Datuk Dr. Mohamed Isa Abd. 
Majid dengan kerjasama sebuah 
syarikat tempatan dalam usaha 

menjadikan industri 
ini sebagai tanaman 
komersil untuk tujuan 
penyelidikan peruba-
tan serta eksport.

"Apa yang penting 
kajian ini dibolehkan 
sekiranya mendapat 
kelulusan menteri ke-
sihatan.

"Memandangkan 
Menteri Kesihatan, 
Datuk Dr Dzulkefly 
Ahmad merupakan Ahli Parli-
men Kuala Selangor, jadi keraja-
an negeri boleh memberi kerja-
sama untuk bincang mengenai 
penanaman, pemprosesan serta 
pengeksportan ganja yang dapat 

memberi pulangan 
lumayan,"katanya,se-
malam.

Mengulas lanjut, 
Mohd Shaid berkata 
tanaman ganja dapat 
memberi pulangan 
besar iaitu sekitar 
RM9 juta setahun 
bagi keluasan tanah 
satu ekar meliputi 
tiga kali proses penu-
aian.

Beliau berkata jumlah ini di-
lihat melebihi pulangan tanaman 
sawit yang hanya memperoleh 
sekitar RM3,000 bagi tanaman 
berkeluasan satu ekar.

"Dan sekiranya Selangor da-

pat mengusahakan lebih daripa-
da 100 ekar, kita akan jadi penge-
luar terbesar di negara ini yang 
turut memberi pulangan luma-
yan,"katanya.

Dalam pada itu, Mohd Shaid 
berkata lokasi bagi penanaman 
dan pemprosesan juga dicadang-
kan dilaksanakan di satu kawasan 
dan ia hanya boleh diakses oleh 
pihak tertentu sahaja.

Tambah beliau, pelaksanaan 
ini juga akan memberi peluang 
pekerjaan kepada orang ramai 
khususnya rakyat di negeri ini.

"Jangan risau mengenai pa-
saran gelap dan sebagainya kera-
na kita perlu ketatkan sistem agar 
tidak berlaku ketirisan," katanya.

Cadang pertimbang tanam ganja untuk perubatan

MOHD SH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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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Hall' kemuka 
masalah setempat
PIHAK b k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di negeri ini telah 
melaksanakan sesi “townhall 
meeting” kepada orang 
awam.

Pengerusi Jawatankuasa 
Tetap Kerajaan Tempatan, 
Pengang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pung 
Baru Ng Sze Han berkata ia 
diadakan bagi mendengar 
masalah setempat dan 
pandangan umum 
berdasarkan isu dan 
keperluan semasa.

"Sebagai contoh, pada 
tahun 2018,  Majlis 
Perbandaran Ampang Jaya 
(MPAJ) dan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telah mengadakan 
townhall bajet 2019.

"Manakala Majlis 
Perbandaran Sepang( MPSp) 
mengadakan sesi townhall  
bersama Komuniti Zon, dan 
Majlis Perbandaran Selayang 
(MPS) pula mengadakan sesi 
townhall bersama Ahli 
Majlis Jawatankuasa 
Penduduk (JKP) Zon 24,"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menjawab soalan 
mulut daripada  ADUN  
Sungai Ramal, Mazwan 
Johar berhubung cadangan 
pelaksanaan sesi townhall 
terbuka kepada orang awam 
secara berkala pada sidang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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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A-rata nazir masjid di ne-
geri Selangor menyokong pe-
nuh sekiranya kerajaan negeri 
dapat mengkaji semula dan 
mempertimbangkan untuk 
menaikkan elaun sedia ada 
berjumlah RM200.

Nazir Masjid Kampung 
Johan Setia, Klang, Jeffry Isa 
berkata, isu elaun nazir ini bu-
kan perkara baharu dan sebe-
lum ini sudah beberapa kali 
dibawa ke dalam mesyuarat.

"Konteks kerja nazir kini tidak tertak-
luk kepada tugas hakiki mengurus masjid 
tapi turut bertanggungjawab untuk ber-
hubung dengan masyarakat, buat penge-

sahan nikah kahwin, pengesahan 
dokumen untuk murid-murid 
sekolah, berurusan di pejabat aga-
ma, pusat zakat termasuk buat 
tangkapan bagi membantu ope-
rasi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kadang-kadang sampi 
kena jadi saksi dan pergi ke balai 
polis.

"Banyak lagi peranan lain yang 
perlu dijalankan seorang nazir dan 
tanggungjawab dipikul ini turut 
memberi risiko besar termasuk 

dipecat jika gagal dijalankan dengan sebaik-
nya," katanya,semalam.

Katanya, nazir adalah nadi utama kepada 
masjid dan elaun diberikan diharapkan mu-

nasabah serta setimpal dengan kerja yang 
dipertanggungjawabkan kepada mereka.

Sementara itu, Nazir Masjid Al-Falah, 
Kampung Jalan Kebun, Mahmud Mastam 
berkata, elaun sedia ada sebanyak RM200 
sangat rendah jika dibandingkan dengan 
tanggungjawab digalas.

Katanya, ia juga jauh berbeza dengan 
imam yang mendapat elaun sebanyak 
RM1,300.

Pada sesi perbahasan di Sidang DUN 
semalam,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
din Shari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akan 
mempertimbangkan untuk mengkaji ke-
naikan elaun nazir masjid di seluruh ne-
geri ini. Terdahulu isu dibangkitkan oleh 
ADUN Hulu Bernam Datuk Rosni Sohar.

Sokong kenaikan elaun nazir dipertimbang

MAHM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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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apatan 
nelayan, jumlah 
pelancong ke Sky 

Mirror terjejas

ARZIANA MOHMAD 
AZAMAN

SUNGAI BULOH

Air Sungai Buloh masih tercemar

N elayan di Bagan Su-
ngai Buloh meru-
ngut apabila sungai 

masih tercemar teruk de-
ngan sisa kumbahan kilang 
sehingga mengakibatkan 
pendapatan mereka terus 
terjejas.

Lebih dikesali, bau bu-
suk dengan sisa berminyak 
berwarna hitam turut men-
jejaskan pengunjung luar 
yang menaiki bot di jeti 
untuk ke Sky Mirror.

Sebelum ini, isu sama 
turut dipanjangkan kepada 
ADUN Bukit Melawati, 

Juwairiya Zulkifli dan la-
watan mengejut diadakan 
bagi menyantuni masalah 
pencemaran itu.

Bagaimanapun, sehing-
ga kini masalah masih ber-
ulang, seolah-olah tiada 
tindakan proaktif mem-
bendungnya.

Wakil nelayan, Kahar 
Buntal, 67, berkata, pence-
maran sungai sejak kebela-
kangan ini menjadi lebih 
teruk apabila sisa kumbah-
an kilang berbau busuk dan 
berminyak.

“Sebelum ini, kami ada 
periksa punca air busuk 
dan kotor datangnya dari 
sisa kumbahan kolam 
udang berhampiran tetapi 
beberapa lepas itu punca 
dikesan dari sisa kumbahan 
kilang dari Ijok.

“Memang pakcik dari 
dulu selalu bangkitkan isu 
ini dan kami bimbang pen-
cemaran ini jadi lebih teruk 
seperti di Sungai Klang.

“Sekarang ni pun te-
ngah panas isu pencemar-

“Aliran air Sungai Bu-
loh yang melalui kampung 
ini berwarna hitam legam 
sejak kelmarin lebih-lebih 
lagi sekarang ni panas terik, 
lagilah bau naik sampai pe-
ning kepala.

“Dulu pernah bangkit-
kan isu ini, lepas tu air kem-
bali OK tapi sejak kebela-
kangan ini air jadi hitam 
dan berbau. Mungkin se-
bab musim panas sekarang 
ni air jadi berkeladak hitam.

“Kalau boleh, pihak 
berwajib dapat pantau 
punca aliran air yang ber-
bau busuk ini sebab aliran 
air ini terus ke Sungai Bu-
loh. Mungkin sisa kumbah-
an kilang dibuang terus ke 
sungai,” katanya.

Isu pencemaran itu turut 
dipanjangkan kepada 
ADUN Bukit Melawati, 
Juwairiya Zulkifli
 

info

Laporan Sinar Harian 12 Mac lalu.

Sungai busuk, 
air hitam

I su pencemaran sungai dan 
berminyak di Kampung Bagan 
Sungai Buloh, di sini masih 

berlarutan dan menjadi rungutan 
nelayan.

Lebih dikesalkan, isu berke-
naan yang dipanjangkan kepada 
agensi berkaitan sejak beberapa 
tahun lalu seolah-olah tiada pe-
nyelesaian.

Wakil nelayan, Kahar Buntal, 
67, mendakwa, sebelum ini sisa 
kilang yang dibuang menjadi 
punca air sungai tercemar me-
mandangkan paip saluran keluar 
dipasang di dalam tanah.

Menurutnya, akibat itu aliran 
air menjadi hitam dan selepas 
diselidik, ada paip saluran sisa 
kilang dipasang di dalam tanah 
bagi menggelakkan dikesan pihak 
berkuasa.

"Kami sudah buat siasatan 
sendiri di sepanjang sungai itu 
sehingga ke kawasan kilang. Kami 
buat semua ini kerana sudah ti-
dak dapat menanggung derita 
bau busuk setiap hari," katanya.

Menurutnya, pencemaran air 
baru-baru ini dikesan terlalu te-
ruk daripada kunci air bersebe-
lahan yang didakwa daripada sisa 
kolam udang yang dibuang terus 
ke laut.

“Kami periksa punca sisa 
kumbahan tu datangnya dari ko-
lam udang berhampiran sebab 
aliran air dari kunci air yang di-
kenal pasti…jadi isu ini sepatut-
nya diberikan perhatian oleh pi-
hak berkaitan," katanya.

Kahar memberitahu, sudah 
beberapa kali perbincangan dila-
kukan bersama agensi terbabit 
namun pencemaran masih ber-
larutan.

Isu pencemaran 
yang tiada 
kesudahan

ARZIAII NA ANN  MOHA MAD AZAMANA

JERAM

Juwairiya (tengah) mendengar aduan nelayan berhubung isu pencemaran 
di Bagan Sungai Buloh.

Rozaimi 
menunjukkan 

kesan 
pencemaran 

kepada Juwairiya 
ketika kunjungan 

mengejut di jeti 
nelayan itu.

Air dikatakan berminyak AiAirAir r didikdiikaikkatkaataattaktaakaakkankan n beberbeermerrmirmminminynnyanyyakyak ak ak
dan didakwa daripada dadadaan a ddiddidaiddakdaakwakkwakwa daripadwa wa dadadaararripriipaipadapadpadaaddada da

sisa kumbahansisissisa kumbaisaissa sa kukumkumbumbabbahanbabaahaa anhanan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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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lu siasat kesahihan 
dakwaan pencemaran 
daripada kilang

� Banyak kerang mati dan 
sukar dapat hasil

� Nelayan dakwa ada paip 
saluran sisa kilang

info
Tak macam dulu 

Menurut Kahar, hasil kerang 
nelayan didakwa semakin berku-
rangan dan hanya tinggal ceng-
kerang.

“Bila fikirkan nasib nelayan di 
kawasan ini yang harapkan hasil 
kerang untuk hidup, kami tak 
sanggup lagi berdepan masalah 
pencemaran ini sebab nak dapat-
kan hasil yang lumayan cukup 
susah.

“Tak macam dulu, kami mu-
dah nak dapatkan lebih 10 guni 
kerang untuk dijual tapi sekarang 
ikut nasib..kalau selalu hujan dan 
air tercemar mengalir terus ke 
laut, mungkin kawasan penter-
nakan tak terjejas teruk,” katanya.

Pengerusi Majlis Pengurusan 
Komuniti Kampung (MPKK) 
Sungai Buloh, Rozaimi Zainal 
memaklumkan, pihaknya mene-
rima aduan mengenai pencemar-

Lawatan mengejut 

an itu sejak sebulan lalu.
"Sebenarnya pencemaran ini 

sudah lama berlarutan namun 
paling teruk beberapa minggu 
lalu apabila air bertukar kehitam-
an,   berminyak dan busuk.

"Jadi saya terpanggil untuk 
bawa wakil rakyat ke sini menje-
nguk kawasan ini supaya perkara 
ini mendapat perhatian sewajar-
nya," katanya.

SEMENTARA itu, ADUN 
Bukit Melawati, Juwairiya Zul-
kifli berkata, pihaknya turut 
melawat kawasan jeti nelayan 
terbabit selepas perkara itu 
dimaklumkan.

"Saya buat lawatan menge-
jut bersama ketua kampung 
dan difahamkan isu ini sudah 
berlarutan sejak dahulu.

"Nelayan mendakwa isu 
pencemaran ini berpunca da-
ripada sisa kilang sama ada di 
Ijok atau Parit Mahang tetapi 
kita perlu siasat kesahihan-
nya," katanya.

Tegasnya, pihaknya akan 
memohon kerjasama jabatan 
berkaitan untuk menyiasat 
punca sebenar pencemaran.

"Keadaan ini menjejaskan 
habitat sungai dan hasil laut. 

Tindakan tegas perlu diambil 
kepada pihak yang menjadi 
punca pencemaran air di ka-
wasan ini," katanya.

Ketua Perikanan Daerah 
Kuala Selangor, Mohd Fazlan 
Abdul Ghani mengakui, isu 
itu sudah lama berlarutan.

"Pihak jabatan pun sudah 
bekerjasama dengan nelayan 
di situ dengan memanjangkan 
kepada pihak berkaitan ter-
masuk Lembaga Urus Air 
Selangor (LUAS) dan Jabatan 
Alam Sekitar.

"Kami per
kan perbincan
mesyuarat jawa
cemaran di baw
belum ini. Ba
perkara ini teta
katanya.

r.
ernah mengada-
ngan dalam satu
watankuasa pen
awah LUAS s
agaiman

betap be

KAHAR

an sungai di Pasir Gudang, 
tak akan nak jadi macam tu 
barulah tindakan tegas di-
ambil?.

“Kami pun malu bila 
ada orang luar datang sini 
nak naik bot tapi terpaksa 
berdepan bau busuk de-
ngan air berminyak hitam. 
Sampai bila nelayan kawa-
san ni nak hadap benda 
macam ni? 

“Nelayan tak ada kuasa 
nak kesan si pelaku yang 
sewenang-wenangnya bu-
ang sisa kumbahan kilang 

ke sungai sebab ini tang-
gungjawab kerajaan untuk 
bantu selesaikan,” katanya.

Sementara itu, bekas 
Pengerusi Majlis Pengurus-
an Komuniti Kampung 

(MPKK) Parit Mahang, 
Baharom Hussien turut 
berkongsi masalah sama 
apabila aliran sungai di 
kampung itu turut berbau 
busuk dan berwarna hitam.

Headline Air Sungai Buloh masih tercemar
MediaTitle Sinar Harian
Date 21 Mar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Selangor & KL Circulation 160,000
Page No 24 Readership 509,000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418 cm²
Journalist ARZIANA MOHMAD AZAMAN AdValue RM 7,130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1,390



ADUN Jeram cadang tanam ganja untuk perubatan 
SHAH ALAM 20 Mac - Ahli De-
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Jeram, Mohd. Shaid Rosli men-
cadangkan kepad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untuk mem-
pertimbangkan tanaman ganja 
di negeri ini bagi tujuan peru-
batan. 

Beliau berkata, ini kerana 
menerusi Akta Dadah Merba-
haya 1952 menyatakan bahawa 
jabatan kerajaan boleh mem-
buat penanaman ganja bagi tu-
juan perubatan.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membahaskan ucapan 

menjunjung kasih titah uca-
pan Sultan Selangor dalam si-
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di sini, hari 
ini. 

Mengenai lokasi bagi pena-
naman dan pemprosesan gan-
ja, beliau mencadangkan agar 

dibuat di satu kawasan yang 
hanya boleh diakses oleh pihak 
tertentu dan undang-undang 
diperkemaskan bagi mengelak-
kan berlaku urus niaga pasaran 
gelap. 

Persidangan dewan Selangor 
ditangguh esok.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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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PJ iktiraf peranan Utusa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20 Mac - Per-
anan Utusan Malaysia dalam 
menyalurkan maklumat yang 
tepat kepada orang ramai khu-
susnya warga Petaling Jaya di-
berikan pengiktirafan melalui 
anugerah pada Majlis Apresiasi 
Media di Dewan Sivik MBPJ, di 
sini baru-baru ini. 

Program anjuran Maj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MBPJ) 
itu menyaksikan Kumpulan 
Utusan berjaya menggondol 
dua anugerah yang disampai-
kan oleh Datuk Bandar Petaling 
Jaya, Datuk Mohd. Azizi Mohd. 
Zain. 

Mohd. Fadhil Abdollah dari 
Mangga Media (Utusan Karya) 
memenangi Anugerah Peng-
hargaan Liputan Berita Media 
Hiburan, sekali gus membawa 
pulang hadiah wang tunai se-
banyak RMl,000 beserta sijil 
dan plak penghargaan. 

Wartawan Utusan Malaysia, 

Nik Hafizul Baharuddin pula 
memenangi hadiah saguhati 
Anugerah Media Elektronik 
dan Digital dan membawa pu-
lang wang tunai RM500 ber-
serta sijil. 

Anugerah Media MBPJ di-
berikan kepada wartawan dan 
jurufoto dalam liputan ber-
ita dan artikel bagi kategori 
Anugerah Media Cetak Ter-
baik, Anugerah Media Elek-
tronik dan Digital Terbaik serta 
Anugerah Penghargaan Lipu-
tan Berita Media Hiburan, Ra-
dio dan Fotografi. 

Mohd. Azizi berkata, pen-
ganugerahan dipilih berdasar-
kan kualiti dan impak positif 
laporan berita, editorial, ad-
vertorial, rangkuman isu serta 
gambar-gambar pelbagai ak-
tiviti anjuran MBPJ. 

"Sebaran maklumat yang 
tepat dan jelas dapat mening-
katkan lagi kefahaman warga 

Petaling Jaya terhadap perkh-
idmatan perbandaran MBPJ se-
laras dengan kehendak mere-
ka," katanya ketika berucap 
menyempurnakan majlis yang 
dihadiri kira-kira 100 penga-
mal media. 

Mengulas lanjut beliau berka-
ta, media dan MBPJ adalah rakan 
strategik malah hubungan itu 
perlu dikekalkan supaya segala 
maklumat dapat disalurkan ke-
pada masyarakat serta pihak 
berkepentingan di Petaling Jaya. 

"Sepanjang 2018, MBPJ 
menerima 1,891 liputan me-
dia bagi program, operasi dan 
perkhidmatan majlis. 

"Semoga kerjasama ini terus 
diperkukuhkan dan berharap 
penggiat media dan MBPJ da-
pat bertukar-tukar fikiran bagi 
mengenal pasti pendekatan 
lebih berkesan dalam usaha 
kami berdepan cabaran pada 
masa kini," katanya. 

DATUK Bandar Petaling Jaya. Datuk Mohd Azizi Mohd Zain (berdiri tengah) bersama para pemenang 
Anugerah Apresiasi Media MBPJ pada Majlis Apresiasi Media MBPJ di Dewan Banquet MBPJ. di Petaling Java 
semalam. - UTUSAN/FAISOL MUSTA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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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 AND HOT SPELL

SELANGOR BANS OPEN BURNING
Those caught risk
RM2,000 fine as
exco official urges
folks to stay indoors
DAWN CHAN
SHAH ALAM
cnews@nstp.c om.my

SELANGOR had entered
the early warning stage of
the National Haze Action
Plan after the Depart-

ment of Environment’s (DoE) Air
Pollutant Index (API) in Banting
and Shah Alam hit the unhealthy
level of more than 100 on Sunday
and yesterday respectively.

Following that,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yesterday issued a
warning against anyone carrying
out open burning and for every-
one to stay indoors.

State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Af-
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Hee
Loy Sian said those caught for
open burning risk being imme-
diately compounded a maximum
of RM2,000 under the Environ-
mental Quality Act 1974.

Under Section 29(A) of the Act,
those found guilty may be fined
not more than RM500,000 or im-
prisoned less than five years, or
b oth.

Hee said between January and
yesterday, five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had been fined by the
DoE over open burning cases,
while an investigation paper had
been opened.

“We will come down hard on the

culprits and there will be no com-
promise. The Selangor DoE is ac-
tively patrolling open burning-
prone areas, such as Johan Setia,
from 2pm to 11pm daily, and we
are also deploying drones to de-
tect such activities.

“We also urge the public to re-
duce outdoors activities. We ad-
vise school administrators to halt
outdoor activities and postpone

gatherings and sp or ts pro-
grammes held outside school
b u i l d i n g s ,” Hee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sitting
at the state secretariat building
here yesterday.

Present was Selangor DoE di-
rector Shafee Yasin.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di-
rector Mohd Salleh Mohd Kassim

had, on Monday, said a reminder
had been sent to its district offices
and school heads that all outdoor
activities must be stopped if the
API was more than 100.

If the API readings exceeded
200, which indicated very un-
healthy levels, all schools in the
affected areas and districts must
be closed immediately.

Hee said the haze in Selangor

stemmed from bush and forest
fires in Sepang and Kuala Langat
following the dry and hot spell.

The Selangor Fire and Rescue
Department, added Hee, was bat-
tling to douse fires in Banting at
Hutan Simpan Kekal Kompart-
ment 12, 13, 15; at Km27 of the
northbound Elite Highway; and,
at Jalan Lapis 5 in Kampung Baru
Sungai Pelek.

S elangor
Fire and
Re s c u e
D epartment
p ersonnel
putting out
a fire at
Km27 of the
nor thbound
Elite
Highway in
Sep ang
yester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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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Ensure separation of 
powers at local councils, 
S'gor exco members told 
>4 

Assemblymen not allowed to participate at full board proceedings 

Spectate and observe 
at council meetings 
SELANGOR is sticking to its deci-
sion that assemblymen remain 
mere spectators when attending 
local council full board meetings.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
man Ng Sze Han said this was 
part of efforts to ensure separa-
tion of powers at local councils. 

He said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Zuraida 
Kamarudin issued a letter on Nov 
21 last year requesting local coun-
cils to allow assemblymen and 
MPs to sit in at full board meet-
ings as spectators. 

"We truly believe in the separa-
tion of powers which has been 
practised since 2008. 

"Assemblymen can no longer 
hold the position of councillor at 
a local council," added Ng. 

With this rule in force, assem-
blymen were not allowed to par-
ticipate in the proceedings, he 
said. 

Ng said if elected representa-
tives wish to raise issues, they 
could do so through the council-
lors. 

The matter was raised by 
Dr Idris Ahmad (PH-Ijok) who 
said it was important for assem-
blymen to be part of the proceed-
ings to raise public issues and con-
cerns. 

He said assemblymen, as front 
liners who meet the people, were 
answerable to constituents. 

"People complain to us and not 
the councillors so we need to be 
able to speak up at council meet-
ings," he added. 

Mazwan Johar (PH-Sungai 
Ramal) also agreed, saying assem-
blymen should be allowed to have 
their say at full board meetings. 

"I want to give my views but I 
cannot. 

"For an example, approvals 
are being discussed for an indus-
trial area near a housing area 
and residents come to us with 
their complaints. 

Dr Idris says it is important for 
assemblymen to be part of the 
proceedings to raise public issues. 

Assemblymen 
can only be 
spectators 
at full board 
meetings, 
says Ng. 

"Residents don't go to the coun-
cillors. They come to us because 
we are elected. 

"Can the state government 
change the rules and allow us to 
have a say?" asked Mazwan. 

Ng said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 1976 clearly stated that only 
councillors were allowed to make 
decisions at the local councils. 

He added that he would 
request all councils to arrange for 
periodical 

meetings with elected repre-

sentatives to raise their concerns. 
Ng said this would apply to 

both Barisan Nasional and 
Pakatan Harapan representatives. 

Datuk Rosni Sohar (BN-Hulu 
Bernam) praised the government 
for inviting opposition assembly-

J 
Rosni is happy that opposition 
assemblymen were invited to 
attend council meetings. 

Mazwan says residents go to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to raise 
their concerns so assemblymen 
should be allowed to speak at full 
board 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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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hopes that local councils will • 
start town hall sessions. 

Town hall 
sessions a 
good idea, 
says Ng 
AN idea for town hall sessions at 
local councils that was mooted by 
assemblyman Mazwan Johar 
(PH-Sungai Ramal) has been 
warmly welcomed by the state • 
government.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state executive 
councillor Ng Sze Han described 
it as a good idea, and hoped to 
encourage all local councils to 
start having town hall sessions. 

Mazwan made the proposal 
because town halls were non-ex-
istent in his municipality. 

'Town hall sessions do not 
exist in my area," he said. 

Ng said during the state budget 
planning for 2019, the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and Shah 
Alam City Council held town hall 
meetings with residents last year. 

Sepang Municipal Council also 
had town hall sessions with resi-
dents while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organised similar meet-
ings with its councillors. 

Meanwhile, Ng said the state 
decided that all local councils 
with city status would allocate 
RM3mil for community activities 
while municipal councils would 
set aside RMlmil for the purpose. 

The set-aside amount, he said, 
would help with better public 
and local council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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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z Wong gets dressing-down from Speaker 
By WANI MUTHIAH 
wani@thestar.com.my 

SHAH ALAM: Bukit Lanjan assem-
blyman Elizabeth Wong's (pic) flam-
boyant and colourful attire at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threatened 
to become a full-fledged drama. 

It all started with Speaker Ng 
Suee Lin chiding Wong for wearing 
a white jacket to Tuesdays proceed-
ings. 

She wore the jacket over a high-
necked white-and-turquoise (Iress 
with a below-knee hemline and 
matched it with maroon ankle 
boots. 

Ng told the House that jackets 
must be in dark colours. 

When contacted, former Selangor 
speaker Hannah Yeoh said she had 
allowed women to wear coloured 
blazers during her tenure after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And I- synced both Parliament 
and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dress 
codes because we had lawmakers 
like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and Teresa Kok in the 
past who were both MPs and ADUNs 
at the same time," said Yeoh, who is 
now Segambut MP. 

Meanwhile, first-time DAP assem-
blyman Jamaliah Jamaluddin said 
the matter should be discussed by 
all in the House to arrive at an 
acceptable dress code instead of 
being battled outside. 

"Anyway, to me, this is not an 
important issue as there are many 
pressing matters waiting to be dis-
cussed," said the Bandar Utama 
assemblyman. 

PKR's Bukit Melawati assembly-
man Juwairiya Zulkifli felt that 
everyone in the House should 
respect the set rules and ethics 
including the Speaker's ruling. 

"It is actually the practice in most 
Houses of Legislature for one to be 
dressed in dark-coloured blazers or 
coats. 

"But this will not be an issue if the 
Speaker allowed colours like how 
the previous Speakers had done," 
she said. 

Ng's statement made during the 
assembly sitting hit a raw nerve as 
Wong spoke to the media about her 
ire over Ng's rebuke. 

The PKR assemblyman also 
issued a media statement on the 
matter, clearly challenging the 
Speaker. 

Her move might get her into big-
ger trouble than her dressing if Ng 
decides to initiate action against 
her. 

Ng has the locus standi to cite 
Wong for contempt of the House for 
lambasting him outside the legisla-
tive assembly via a press statement. 

She could even face suspension, 
given that there was already a pre-
cedent set. 

In 1999, former Batu Gajah MP 
Fong Poh Kuan was suspended 
from Parliament for six months 
without pay for criticising the 
Speaker. 

She had issued a media statement 
criticising Speaker Tun Mohamed 
Zahir Ismail for rejecting her 
motion to discuss a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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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or approved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hits record high

� BY WAN ILAIKA MOHD ZAKARIA 
sunbiz@thesundaily.com  
 

SHAH ALAM: Selangor recorded a jump of 
238% in total approved invest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t RM18.95 billion last 
year compared with RM5.59 billion in 2017, 
the highest ever direct investment so far. 

Speaking at a press conference here 
yesterday,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pix) said the 
achievement was mainly contributed by 
the 400.7% surge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t RM10.84 billion last year 
against RM2.16 billion in the previous 
year. 

He said invest-ment by domestic 
investors also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136% over the 
previous year. In 2018, a total 
of RM8.11 billion 
contributed by domestic 
investors against RM3.43 
billion in 2017. 

However for 2019, 
Amirudin said the state 
only aims to secure 
RM10 billion of 

approved invest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due to less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investment by foreign 
investors, he said investment from 
China was the highest in terms of 
value (RM3.93 billion) in 2018 with 

investment in basic 
metal products (such as hot and 

cold rolled coils, paper (such as 
wet pulp board, corrugated 
box, kraft liner board) and 
other sectors. 

Meanwhile, Japan saw the 
approval of 27 projects 

amounting to 
R M 4 3 5 . 6  

million in the 
areas of 

semiconductor, factory automation parts, 
food industry, light-emitting diode (LED) 
products as well as automotive.  

The highest contribution for the approved 
manufacturing projects by industry was basic 

metal products (RM6.89 
billion), followed by paper,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RM5.1 billion), rubber 
products (RM1.3 billion), food 
manufacturing (RM835 
million) and plastic products 
(RM698 million).  

According to the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Mida) 
2018 statistics, a total of 241 manufacturing 
projects were approved in Selangor last year, 
the highest in the country compared with 202 
projects in 2017. 

In addition, Amirudin said the state also 
recorded the highest investment in the country 
for services sector at RM5.78 billion last year 
versus RM4.5 billion in 2017.  

The investment in the services sector was 
mainly in oil and gas services, renewable 
energy, private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nd logistic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performance also 
demonstrates the confi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business community 
on the transparency and efficiency of the stat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fforts that have been and will be implemented 
by the state government,” he added. 

oSoared 238% to RM18.95 billion last year, led by 
400% surge in FDI to RM10.84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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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DoE extends operations to prevent open b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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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irefighter putting out a blaze in a forest near Bukit Katil in Malacca yesterday. – BBXP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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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The Selangor 
Environment Department (DoE) has 
extended its monitoring operation 
until 11pm daily to prevent open 
burning. 

The State government executive 
councillor for Selangor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Hee Loy 
Sian warned offenders risk being 
compounded a maximum of RM2,000 
under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 
1974. 

“DoE has also been using drones 
for some of the monitoring works,” he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after 
attending the state assembly here. 
“Under Section 29(A) of the same Act, 
one can be fined not more than 
RM500,000 or jailed less than five 
years, or both.” 

Hee added from January to March 
19, five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have been fined by the DoE for open 
burning activities while an 
investigation paper has been opened. 
– By Syed Danial Syed Aza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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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建巴士站的地点是加影 

工艺城(Bandar Teknol ogi. 

Kajang)第3区及夏莫尼花园 

(Taman Harmoni )，两座巴 

士站工程已在两周前完成。 

行动党加影市议员丘钦瀚 

说，有关巴士站由2018年的万 

宜国会选区拨款建设，工程费 

约2万令吉；万宜国会选区今 

年也会拨款20万令吉，在选区 

增设20个捷运接驳巴士站。 

他今日与其同僚颜丽丽及夏 

莫尼居协主席奥斯曼一起巡视 

上述两座巴士站后，这样指 

出。 

他说，市议会财政组在去年 

(加影20日讯）有捷运接驳巴 

士，但没有巴士站？万宜囯会选 

区将陆续建设巴士站，让捷运乘 

客不用再日晒雨淋等候巴士。 

国会选区拨款建设。 
“加影工艺城目前只有捷运 

接驳巴士川行，因此巴士站暂 

时惠及捷运乘客。” 

他说，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 

服务中心准备在今年增设更多 

巴士站，希望居民可提出建议 

地点。 

市議會財力有限 

另一方面，他说，加影市议 

会今年的发展开销只有1500万 

令吉，其中拨给园艺组的拨款 

只有30万令吉，也只能进行园 

艺维修工程，不能做更多建 

设，因此同样需要国会选区拨 

款协助。 

_萬宜國會選區撥20萬 

® 
US 

3
3, 

12月会议上宣布，今年有100 

万令吉的发展基金可充作巴士 

站维修费，但这笔费用只够维 

修区内约200个巴士站，无法 

建新的巴士站，为此，只好从 

“市议会过去20年从未调高 

门牌税，而主要收入也花在垃 

圾与卫生管理方面，因此财力 
十分有限，一些大型计划，还 

是需要发展_协助发展。” 

•以万宜国会选区拨款建设 

的巴士站已建好，右起是李文 

彬、丘钦瀚及颜丽丽，左是奧 

斯曼。 

讓UCSI學生設計巴士站 

•柱 
加子 
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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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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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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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党加影市议员颜丽丽说，万宜国会选区 

服务中心与私立大学LCSI合作，让学生设 

计巴±站，未来会把学生的作品融入巴士站。 

她说，该大学会透过设计比赛之类的活动， 

让学生参与设计。 

“加影许多地方的捷运接驳巴士站，都只是 

一根柱子，对乘客十分不便，因此，国会议员 

服务中心认为有必要提供巴士站，让乘客有个舒 

服的地方候车。” 

她相信，加影工艺城的巴士站可惠及茉莉花园 

国民学校以及加影高级中学学生。 

她说，除了加影工艺城，接下来锡米山及万宜 

新镇第7区会分别建设3座及2座巴士站，预计今年 

7月可以建。 

除了建设巴±站，国会选区拨款也用来进行 

一些亲民活动，包括即将提升加影拉也花园 

(Taman Kajang Raya)草场的跑道，以及加影再 

也（Kajang ,Jaya)建设一座全新羽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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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 
r唛斯迪亚区州议员 

f希尔曼建议雪州子 

公司，从每年赚取的盈 
利中，抽取30°。给雪州政 

府，做为雪州政府的收 

入，协助雪州政府加强雪 

州发展和提升各项建设。 

希尔曼参与辩论雪州苏 

丹殿下的开幕御词环节时 

说，雪州政府收入，有 

约707。是来自税收项目。 

他说，但据他们了解， 

雪州最近数年，来自地 

税、地价和其他士地税务 

的收入减少，进一步影响 

雪州政府收入的稳定性。 

雪蘭莪房屋出租外勞 

阿茲米占促尋策處理 

促請經濟發展 

他指出，雪州政府不能过于依赖土地税务 

的收入，应该寻求更多新收入来源，以增加 

雪州政府每年整体的收入。 

他说，雪州政府属下有许多子公司，每年 

都赚取相当多的盈利，他认为有关子公司应 

回馈雪州政府，抽出部份盈利给州政府。 

“我建议应该抽出30%的盈利作为发给州 

政府的分红，州政府是这些子公司最大的股 

东，让州政府能使用这些收入在发展雪州的 
用途上，促请雪州经济发展。” 

希尔曼说，在雪州的12个地方政府之中， 

有至少7个地方政府拥有超过3000万令吉的 

储备金，他认为地方政府也应协助州政府， 

协助进行地区发展的工作。 

他提出其选区中有3个非法垃圾场的问 

题，希望县土地局、地方政府和各单位加强 

取缔工作，确保非法垃圾场能获得解决。 

•依茲汉哈欣回答议员们的提问后，也 

详细解答其他附加提问。 

阿都拉昔：不提升H每灘 

4；^州行政议员阿都拉昔指出，乌暹•滩 

！(Pantai Bagan Nakhoda Omar)目前的 

基本设施仍符合需求，因此州政府没有计划 

进行提升工作。 

他说，州政府一直关注州内旅游产品的提 

升工作，惟乌暹海滩暂时没列入其中。 

“除了现有基本设施还符合需求，也因该 

沙滩的旅游竞争力不高，还未成为主要的旅 
游区。” 

他说，州政府将继续和沙白安南县议会及 

雪州旅游局开发乌暹海滩，尤其旅游卖点。 
~ ^  .  “ P R I N T E D  A N D  D I S T R I B U T E D  B Y  P R E S S R E A D E R �  

•屋主把单位出租给外劳，形成本地人和外劳住在同 

一社区的情况。（档案照） 

E生港口区州议员阿兹米占 

促请雪州政府寻求对策， 

处理有关购买雪兰莪房屋屋主 

把单位出租，甚至于是出租给外 

劳，形成本地人和外劳住在同一 

社区的情况。 

阿兹米占在雪州议会参与辩论 

雪州苏丹殿下的开幕御词环节时 

说，在其选区，有一个我的雪兰 

栽房屋，居民们是于2018年才刚 

搬入居住，但目前有许多居民前 

来会唔他，反映他们所面对的问 

题，希望能寻求解决方案。 

“有人买了我的雪兰莪房屋 

后，把单位出租给本地人，最让 

我无法接受的是有人把单位出租 
给外劳。” 

阿兹米占已于今年1月致函给 

雪州房产局，反映上述的问题， 

但迄今还是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 

方案。 
“我认为雪州政府应正视此问 

题，当单位出售之后应该要如何 

处理有人私下出租单位给外劳的 

问题，更应该要确认是真正有需 

要的人，才能有资格购买我的雪 

兰莪房屋，避免有人出租单位给 
外劳的问题发生。” 

(莎阿南加日讯）雪州 

行政议员黃思汉指出，根 

据条例，国州议员可以以 

“观察员”身分出席地方 

政府常月会议，但只有市 

议员可在常月会议上作出 

任何决定。 

他说，这是1976年地方政府 

法令第23条文赋予市议员的权 

利。 

僅市議員有決定權 

他说，国州议员可提供意 

见，但针对当地的发展计划， 

但最后的决定是落在市议员的 

手上，在常月会议上批准。 
“市议员是州政府委任，自 

200S年的民联执政雪州后，州 

议员不能同时成为市议员，分 
割权利。” 

黄思汉今日出席雪州议会， 

口头回答依约区州议员依德里 

斯的提问时，这么指出。 

他说，根据条例，所有地方 

议会的常月会议，都必须公开 

给大众、媒体出席，除非另有 

议决。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也曾在 

2018年11月通过信函，欢迎各 

地方政府邀请国州议员出席地 
方政府的常月会议。” 

他说，除了执政的国州议 

员，州政府甚至指示所有地方 

政府邀请反对党议员出席，一 

起聆听当地的问题。 

此举也引起巫统乌鲁柏南区 

州议员拿督罗斯尼赞赏，黄思 

汉还向罗斯尼打趣说，建议由 

国阵执政的州属，也欢迎反对 

党出席地方政府常月会议。 

此外，针对恢复地方选举的 

问题，黄思汉说州政府的立场 

是绝对支持。 
“但在房地部没有任何决 

定，还没有修改法令前，州政 
府不能做什么。” 

•阿米鲁丁（前排 

右）在回答提问期 

间，其他议员也专 

心龄听。 

jr-榄区州议员莫哈末赛促请雪 

�州政府探讨大麻医药种植 

计划，他相信只要州政府适当管 

制，大麻不会轻易流入黑市。 

他说，种植大麻做为医药用 

途，可以选择在一些地区进行， 

如而榄一带，而且种植区也不是 

一般人可随便进入，对于大麻的 

流向也有一定的控制，也不会让 

大麻随意流入黑市。 
“如果有良好控制，该计划不 

只取得成功，也将为当地人提供 

1000个就业机会和优渥薪金。” 

他建议由其“邻居”依约区州 

议员依德利斯针对种植大麻做为 

医药用途的课题做出其做为“医 

生”的说明时，依德利斯反而认 

为雪州政府应慎重看待种植大麻 

做为医药用途的计划。 

他担心届时将桁生社会问题。 

他说，我国面对滥用毒品问 

题，连滥用药物问题也是相当的 

严重，即使卫生部所批准的一些 

药物都可在市场上随手获得。 

“如果要种植充做医药用途的 

大麻，我认为州政府还是要深入 

讨论，要考虑到其后果。” 

莫哈末賽：10億建能源焚化爐 

而欖居民圖虞沒受惠 
榄区州议员莫哈末赛重申，在 

^而榄垃圾土埋场兴建能源焚化 

炉，是耗资10亿令吉的大计划，但 

没让当地居民受惠，反而只带来臭 

味。 

莫哈末赛参与辩论雪州苏丹殿下 

开幕御词环节时说，该计划的人员 

曾会唔他，他问及有关该计划是否 

为地方上带来就业机会，所得答案 

是该计划没提供任何就业机会给当 

地人。 

他不明白为何如此这大计划，不 

能让当地居民受惠。 

“我认为该公司应该开放工作机 

会给当地人，我不是要求所有工 

作，但至少开放30%工作机会给当 
地人。” 

莫哈末赛也提出邀请州议员参与 

县市议会的常月会议，而不是只当 

列席者。 

他说，他曾多次向县议会、县土 

地局等提出非法垃圾场课题，如甘 

榜斯里安曼和甘榜斯里圣淘沙的非 

法垃圾场迄今超过10年，占地面积 

超过10亩。 

他指出，非法垃圾场非常靠近毛 

糯河，如果有任何化学物流入河 

流，最后遭殃的将是而榄人。 

他说，我曾要求各单位派人去 

看，但县议会只派出一位书记到 

来，也做不了任何决定，我认为州 

议员应出席常月会议，直接在会议 

中提出问题。 

他说，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也 

在御词中，促请州议员走入民间， 

多听人民的投诉，他们走入社区和 

聆听居民投诉，反映的问题却未获 

得理会。 
“我曾提出选区缺乏警局和消拯 

局的情况，我在去年已提出此问 

题，但迄今没下文，我可能接下来 
就要向苏丹殿下寻求协助。” 

烏雪縣會巳設棕地行動藍圖 

重新發展擱置工廠區 
(莎阿南20日讯）掌管雪州投 

资、工商和中小型工业事务的行 

政议员拿督邓章饮说，乌雪县议 

会已设有武吉柏伦东棕地行动 

蓝图(Pelan Tindakan Kawasan 

Browfie1d Bukit Beruntung)，以 

重新发展当地已搁置的工厂区。 

邓章钦今日在雪州议会中回答荅 

冬加里区州议员哈鲁麦尼的口头提 

问时说，上述计划主要是涉及位于 

武吉柏伦果的斯罗加路、武吉圣淘 

沙的科文定路的工厂。 

他说，为了控制发展，乌雪县议 

会已在2020年乌雪地方发展蓝图中 

冻结双文丹和武吉布亚一带的士地 

发展，已把发展焦点锁定在武吉柏 

伦东和武吉圣淘沙。 

他指出，特易购霸级市场 

(tesco)已在武吉柏伦东的一段 

50英亩大的士地设立批货中心的货 

仓，该计划是在2008年获得县议会 

的批准，该霸级市场也在2011年在 

武吉圣淘沙设立霸级市场。 

他说，警方也取回位于武吉圣淘 

沙阿曼学院，作为警方训练中心的 

用途，从2006年迄今，乌雪县议会 

也在当地批准给多间学校，如在武 

吉柏伦东和武吉圣淘沙批准两间国 

小和一间国中、设立一间华小和淡 

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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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章饮指出，雪州大臣在2019年 

财政预算案中，已将把双文丹 

包括武吉柏伦东和武吉圣淘沙列为 

航空城和汽车城。 

他说，合顺宇航有限公司已设立 

工厂生产空中巴士的飞机引擎，该 

公司也计划把位于莎阿南的营运中 

心迁到双文丹。 

邓章钦说，第二国产车(perodua) 

已在该工厂路口建立道路直通武吉 

圣淘沙，成为武吉圣淘沙居民通往 

武吉柏伦东收费站和双溪布亚收费 

站的捷径。 
他说，该公司与合顺发展准备一 

条道路，从武吉圣淘沙前往双文 

丹，并可通往万挠挠道。 
“武吉柏伦东的茱莉花的工业地 

段中，有98°。已设有工厂，位于武吉 

柏Amain东的肯南安路和科文定路、 

武吉圣淘沙的斯罗加路和玟瑰花路 

也开始有投资者进入，并成为许多 

大公司如第二国产车(perodua)�：宝 

腾(proton)和陈唱汽车经销有限公 
司的首选。” 

2016年投資達78億8100萬 
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说，州政府于2016年的 雪 
投货闻达78亿8100万令吉， 

m 

•邓章钦指州政府于2016年 

投资高达78亿8100万令吉。 

共批准242项工厂计划。 

他说，当中，45亿2911万 

令吉为本地投资，33亿5164 

万令吉为外资。 
“这一共提供高达1万6427 

个就业机会。” 

邓章钦周三在雪州议会 

上，回答巫统乌鲁柏南区州 

议员拿督罗斯尼的提问时， 

这i指!±1。 

惟他i场提出疑问，不 

解为何对方询问2016年的状 

？兄。 

.i也说，州政府也特别关注5 

大高价值的制造业投资，即 

交通配备、生命科学、电子 

与电器、食品工业及机械器 

材。 
“尤其是电子商务、生物 

科技及清真领域是雪州重 
点。“ 

黃思漢：出席地方政府常月會議 

國州議員商作 

逢^ 雪释華 

•議 

个黄思汉（站者） 

强调，州议员不能 

插手地方政府常月 

会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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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30年來最局紀錄 

8投資總額輕Mi 
外企业青睐的投资州属。"201S年，雪州接获 

108亿3T00万令吉的外资，比2017年34亿2700万 

令吉，增加了400.7%�，， 

他说，至于本地投资则从2017年34亿2700万令 

吉，增加126。。至2018年的81亿1000万令吉a 

他说，新投资的涨幅也有4277。，从201T年25亿 

6500万令吉，增至2018年135亿2200万令吉。 

“整体来说，2018年批准工厂计划，为雪州人 

民提供了 1万8475个就业机会，比201T年的1万31 

个增加847�� 

(莎阿南20日讯）雪 

州政府在2018年取得 

189亿4700万令吉投资 

总额，除了远远超出 

目标，也是过去30年来 

最尚的记录。 最尚的记录。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雪州去年吸引的投资 

总额，比2017年的55亿9200令吉，增长幅度高达 

238%,是史上最亮眼的成绩。 

他说，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 

的数据，雪州在2018年批准241项的工厂计 

划，2017年批准202项目。 

“我们所批准的计划是全国最高，比2017 
年增加19°。。“ 

新投資漲幅427% 

阿米鲁丁今日在雪州议会午休时召开记者 

会，公布2018年雪州投资成绩报告时，这么 

指出o 

出者包括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饮、雪 

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财政司拿督诺阿兹 

米及雪州投资促进机构总执行长拿督哈山。 

阿米鲁丁说，全球经济放缓，惟雪州藉著 

策略地理位置和完善基本建设，一直是国内 •阿米鲁丁（左3)指2018年的投资总额高达189亿4700万令吉，刷新历史纪录；左起诺阿茲米、莫 

哈末阿敏、邓章钦和哈山。 

人民補習計劃 

增受惠人數翻 
$州政府设定雪州人民补习计划今年 

@受惠目标从6000人增至1万人，并增 

加1个补习课目，冀望帮助学业成绩欠佳 

的学生考取大马教育文凭。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目前雪州人民 

补习计划教授的课目分别是国语、英语、 

历史和数学，今年增加的课目是地理。 

他说，要获得大马教育文凭必须国语和 

历史科及格，这个人民补习计划也反映出 

参与者的及格率比不及格来得高。 

他提及，早前的人民补习计划只能在晚 

上或周末，到学校或租借的地点进行，今 

年获得教育部的配合，更多地点能进行补 

习。 

“之前，雪州政府面对进入校园的阻 

扰，现今学校允许雪州政府政策在校内推 

行，学校会有协调员进行安排，我相信这 

项计划能为成绩欠佳的学生带来好处，提 

升及格率。” 

他直言，根据2018年的年终考试成绩， 

发现有1万4000名雪州学生有可能在大马 

教育文凭中不及格，所以州政府希望帮助 

这些学生，让他们至少能考获文凭。 

他周三出席第14届第2季第1次雪州议会 

口头问答环节时，如是指出。 

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提出附加提问时 

说，不可能全部学校都能落实人民补习计 

划，州政府会如何遴选参与的学校？ 

阿米鲁丁回应说，州政府会谘询雪州教 

育局的意见，并让补习计划在下午课外时 

间进行，让附近的学生参与，这个计划预 

计在4月展开。 
•阿米鲁丁（右）有信心，人民补习计划能帮助成绩欠佳的 

学生。 

+提升地方政府的传递 

系统，州政府透过社 

区参与计划（ C o m m u n i t y  

Engagement Program)拨款 

300万令吉给市政厅级的地方 

政府，市议会级则获得100万 

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 

这是为提升社区参与活动或发 

展的踊跃度，也让地方政府可 

收集来自多方的意见。 

撥款推動社區參與計劃 

市政廳300萬®®®)® 
他说，各地方政府针对 

不同的课题举行“地方政 

府咨询会” （Town Hall 

Meeti ng )，以提升市议会处 

理民生投诉时的效率和敏锐 

度。 

他举例，安邦再也市议会和 

莎阿南市政厅去年都有针对 

2019年财政预算案，举行地方 

政府咨询会，雪邦市议会和士 

拉央市议会也分别与社区组 

织和居委会进行地方政府咨 

询会 

他说，一些地方政府也有 

设定会客日，直接与人民 

接触，让他们提出建议或投 

诉，继而提升地方政府的服 

务。 

黄思汉周三出席第14届第2 

季第1次雪州议会口头问答环 

节时，这么指出。 

习。 

州議會通過臨時動議 

嚴厲譴責紐恐襲事件 
；if，州议会今日通过一项临 

@时动议，严厉谴责3月15 

曰发生的纽西兰恐袭事件。 

淡江区州议员沙阿里于上午 

时分援引议会常规第1T(1)条 

文，提出该项临时动议，州议 

会也于下午休会后，让来自朝 

野政党的5位州议员代表辩论 

此临时动议，最后一致获得 

通过。 

该议动包括加强多元宗教、 

种族和文化的政策与和谐活 

动，并鼓励文化对话会活动， 

提醒社区之间要互相的尊重和 

包容。 

同时，加强祈祷室和清真寺 

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其他宗教 

在内，作为一个宣扬和平、亲 

善的平台，消除对于宗教和种 

族的偏见。 

参与辩论的计有美丹花园区 

州议员三苏菲道斯、昔江港区 

东姑区州议员林怡威、中路区 

州议员莫哈末法克拉兹和万津 

区州议员刘永山。 

参与辩论的州议员们都大力 

谴责纽西兰恐袭事件，并希望 

能促请我国多元种族和宗教的 

和谐，以免因一些极端^•论促 

成社会的分裂。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为此动 

议总结时也谴责该恐袭，并认 

为有关残害人命的残忍彳了动， 

为社会带来重大的伤害和影 

响，也希望能成为我国多元文 
化、种族和宗教的一个借镜， 

让稳定、和平和安宁的社区能 

继续持维。 

阿 
米鲁丁说，雪州政府今年放眼100亿令吉的 

投资目标，希望也有不俗的成绩。 

他说，去年州政府的目标是TO亿令吉，最后 

达到189亿4T00万令吉的总投资额。 

“除了现有固定的中国、日本外资，我们也 

希望逐渐迈向吸引欧洲和非洲的外资市场。” 

他说，2018年，中国是贡献最多外资的国 

家，达39亿3400万令吉，重点投资在金属原产 

品。 

“金属原产品也是投资率最高的工业，高达 

68亿9200万令吉，接下来是51亿令吉的纸张、 

印刷和出版业、12亿9000令的豫肖父原广品业、8 

亿3500万令吉的加工食品业及6亿9800万令吉的 

塑料产品。 

“曰本则是贡献最多工厂计划的国家，即27 

项，涉及4亿3560万令吉。” 

此外，阿米鲁丁说，雪州也是国内投资服务 

业最高的州属，达5T亿8400万令吉，比2017年 

的45亿令吉更高。 

今
年
放
眼
1
0

0億

投
資
目
標 

地價收入比去年同期增1U 
-itl大臣阿米鲁丁指 

出，截至2019年2月， 

仲丨政府所徵收的地价和 

2018年同期相比，已增加 
ll°Oo 

他说，涵盖5A表格和7G 

表格的地价，截至2019年2 

月28日的收入为1亿8943万 

令吉，相比2018年2月28日 

的9744万令吉，已增加。 

他说，去年的地价收入 

较慢，尤其是首6个月，主 

要受到选举影响，I些发 

展计划被搁置至下半年， 
或带来2019年。 

“所以今年的地价收入 

比较快，因为一些情况 

的不一样，包括政治气 
氛。” 

阿米鲁丁周三出席雪州 

议会，口头回答万津区州 

议员刘永山的提问时，这 

么指出。 
一他说°，至于土地税和单 

位税(Cukai Petak)的收 

入，则是2018年比较好。 

他说，截至2018年2月28 

曰，土地税和单位税的收 

入为1亿5130万令吉，但 
2019年同期，只有8224万 

令吉，数据下降。 
“根据了解，依时缴交 

土地税的效率高达80至 

90°�，比较弱的是拖欠的 
:±地税。” 

他说，依时缴付的土地 

税，在今年首2个月的平均 

率为15%，如果持续下去， 

年尾的徵税率将很客观。 

$州大臣阿米鲁丁赞扬八打 

^灵再也，被列为最快乐的 
城市之一。 

他说，八打灵再也拥有良好 

的自然生态环境，让当地民众 

很快乐。 
“当然，该会也努力提供民 

众最高的服务，包括免费巴士 

服务，让低收入家庭也感到很 
快乐。” 

八打靈再也 

最快樂城市 
阿米鲁丁针对媒体询问根据 

2018年世界快乐报告指马来西 

亚是全世界第35个最快乐的国 

家，八打灵再也被列为最快乐 

的城市之一,这么指出。 

李繼香：高壓電計劃改道 

減少影響森林保留地 

新 
：古毛区州议员李继香说，随著由霹 

雳打巴往彭亨文冬的高压电计划提 

出改道，将减少对于乌雪森林保留地影 

响，包括减少树木砍伐和吉林河（sungai 

chiling)吉罗鱼养育区的影响。 

李继香参与辩论f州苏丹开幕御词时 

说，新的高压电路线将比原有的长2.3公 

里，原本在吉林河吉罗鱼养育区中间穿过 

的路线，改由从该河流的上方越过，国能 

也建议和研究改道路线。 

她希望国能不要大量砍树，尤其吉罗河 

养育区一带，只在必要时剪树枝。 

她说，她也接到雪州政府书面答案，有 

关附加条件以减少对于森林保留地的影 

响，如不能在雨天砍树、使用直升机旋挂 

电缆、国能覆行其社会责任参与鱼类养育 

计划。 

“我促请雪州政府监 

督该工程，对于一些涉 

及环境的问题不应妥 

协，包括如果污染河 

流，应发出停工令。” 

她有信心而榄焚化炉 

计划能让雪州受惠，希 

望州政府应有不生产垃圾的政策，从厨房 

开始的可回循环使用的计划，减少使用一 

次性容器 
、“我见°到地方政府在公共区域清洁活动 

使用大量塑料袋，如果塑料袋多次使用， 

相信能减少垃圾量的宗旨。” 

她说，日前被乌雪县议会取缔的非法洋 

垃圾厂，位于距离雪河7T0公尺的地点， 

来自工厂的排水通过沟渠流人河流，居民 

之前投诉有烧焦味。 

她说，当县议会展开取缔行动时，业者 

和工作人员皆不知所踪，县议会表明如果 

发现已被查封的非法工厂再度营业，将提 

控业者。 
'一 “我希望县议会继续监督非法工厂的问 

题，只有获得环境局和附合条件的合法工 

厂能在当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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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煥珍（左起）、黄瑞林、颜进升和林卯顺，呼吁大家 

踊跃响应适耕庄旅游摄影节。 

適耕莊旅遊攝影節 

歡迎探索美麗畫面 
(莎阿南20日讯）2019适 

耕庄旅游摄影节将在3月至5 

月进行连串活动，让大家透 

过镜头探索g耕庄更多鲜为 

人知的美好画面。 

这场活动由适耕庄州议员 

服务中心主办、吉隆坡摄影 

节策划和执行。 

适耕庄州议员兼适耕庄旅 

游发展协会主席黄瑞林指 

出，适耕庄是个理想的旅游 

胜地，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提高适耕庄的知名度。 

5月4曰舉行主題展覽 

他说，这个摄影节的活动 

包括网络招揽摄影好手、适 

耕庄旅游创作外拍邀请团和 

适耕庄旅游摄影节。 

他今日于雪州议会午休时 

段，在雪州议长办公室举办 

记者会发布2019适耕庄旅游 

摄影节。 

出席者尚有吉隆坡摄影节 

总监陈焕珍、适耕庄旅游发 

展协会副会长 

林卯顺和秘书 

颜进升。 
陈焕珍进一 

步解释活动细 

节，适耕庄旅 

游摄影节的第一个活动已展 

开，目卩4月5日之前，有兴趣 

者可在面子书上分享3张系列 

作品，让当局进行筛选。 
“照片主题可以是风光、 

人文或生活，设置公开和标 

^#Seki chanTravel Photo 

Festival,我们会从中选出 

15名摄影师的作品。” 

她说，被选中的摄影师会 

在4月20日和21日，免费参与 

2天1夜的适耕庄旅游创作外 

拍活动，期间拍摄的作品将 

会再度进行筛选，然后在5月 

4曰举行主题展览。 

她说，5月4日有摄影寻宝 

活动、摄影展、市集与手作 

学习坊和舞蹈演出。 
“寻宝游戏开放报名，报 

名费为每人50令吉，一组人 

数介于2至4人，胜出者可以 
获得丰富奖金。” 

欲知更多活动详情，请密 

切关注 travel Sekichan 面 

子书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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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每小時出動無人機 

巡黑區佐漢斯迪亞 
于佐汉斯迪亚是空气污染黑 

Sk,雪州环境局每小时都会 

进行巡逻，使用无人机巡视内陆 

地区，一旦发现林火，消拯局立 

即前往灭火。 

许来贤指出，州政府与消拯局 

合作，降低林火的发生率，雪州 

环境局也展开一连串行动，预防 

和打击公开焚烧的行为。 

他说，雪州环境局从1月10曰 

开始，启动预防公开焚烧行动计 

划和标准作业程序，同时在同月 

15曰，针对佐汉斯迪亚启动公开 

焚烧行动计划。 

“为此，当局增加巡逻次数， 

从2月开始，巡逻工作从下午2时 

进行至晚上11时，尤其是到公开 
焚烧活动活跃的农业地。” 

•雪州 

應離fcs 
(莎阿南20日讯）天气千 

燥酷•热，加上3区林火尚未 

扑灭，雪州部分地区空气污 

染指数濒临不健康水平！ 

截至今曰上午11时，巴生港口 

为96点、万津93点、八打灵83 

点、瓜雪85点，只要超过100点 

就属于不健康水平。 

目前雪州尚未扑灭的林火位 

置，分别是森林保留地第12段、 

第13段、第15段、南北大道第二 

中环衔接大道（ELITE)往北第 

27公里处，及双溪比力新村油棕 
r [ • 
巴。 

減少戶外活動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指出，这 

3个林火位置起火日期介于本月 

13曰至18日，奈何至今未完全灭 

火，这也是雪州数区面对空气污 

染严重的原因之 

“造成空气素质变羞的原因， 

包括雪邦县和瓜冷县有林火，及 

气候乾燥、炎热。” 

许来贤今日在州议会大厦召开 

记者会时说，根据国家烟霾行动 

委员会，如今属于初级警告，奉 

劝全部人停止露天焚烧行动，也 

奉劝大家减少户外活动。 

他说，学校必须暂停户外团体 

活动和户外运动活动，j旦空 

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危险水 

平），则必须立即停课。 

他强调，根据19T4年环境素质 

法令，公开焚烧可面对不超过50 

万令吉罚款、不超过5年监禁， 

或两者兼施。 
“执法当局也可针对每一项 

罪行，发出2000令吉罚单。” 

他建议公众下载My 1 PU应用程 

序，随时检查空气污染指数，或 

者浏览环境局官网跟进污染指 

数。 

I首3月環境局共發5罰單 
州环境局主任莎菲益指出，当局从1 

月至今，共发出5张罚单，及准备一 

份提控书，向违规者采取法律行动。 

他说，5个违规者都是来自佐汉斯迪 

亚，接获罚单的是5家公司，各面对2000令 

吉罚款，即将被提控的则是垃圾土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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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靈烏冷雪邦 

水供全面恢復 
(吉隆坡20日讯）皙州 

水供公司宣布，八打灵 

县、乌冷县和雪邦县的水 

供已全面恢复。 

该公司指出，之前史里 

肯邦安水泵房，因为受到 

电供中断影响，造成水供 

也受到影响。 

该公司感激所有受影响 

的用户，在这期间给予合 

作和忍耐。 
“我们也承诺，会提供 

最高的服务给用户，减少 
水供影晌 ” 

欲知关讯息，能浏览 

www. syabas . com. my或面子 

书专页： , \ i r  Selango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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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服飾沒專注政經課題 

瑪麗亞陳對黃瑞林失望 
(吉隆坡20日讯）八打灵再 

也区国会议员玛丽亚陈指出， 

雪州议长黄瑞林没敦促议员专 

注在经济与政治课题，反注重 

在服饰颜色上的事件，令人感 

到失望。 
她今°日发表文告说，武吉兰 

樟区州议员黄洁冰的服装未违 

反服装指南，但黄瑞林在周二 

的州议会上，批评对方的服装 
“色彩缤纷”，犹如黄洁冰正 

身穿不适的服装。 

“售州议会并没有服装颜色 

指南，但很不幸这变成一项课 
Mo ” 

玛丽亚陈提醒黄瑞林，印尼 

的官方服装是苔迪，现今若因 

为一件白色外套而分散议员的 

工作，这未免令人难以置信。 

她说，国会和上议院内的国 

会议员和上议员，均获准身穿 

黑色和深色以外的服装，女性 

议员更能穿马来服装。 

她认为，监管服装不是议长 

的工作与责任，更重要的是让 

州议员在立法会议上，展现专 

业与效率。 
“在州议会午休前修改指 

南，也影响希盟政府主打的协 
商原则。” 

统双溪班让区州议员拿督 

M英然指出，沙白县人口虽 

不多，但用水量很高。 

他说，针对此事，雪州水供 

管理有限公司也有给予汇报， 

合作探讨问题。 

他说，当中可能是与人民的 

用水态度有关，但政府也必须 

严厉看待。 
“当中是否因为水管破裂导 

致浪费水？必须确保问题所 

沙白縣人口少用水量高 
英然：水供公司將探討 
在。” 

英然周三出席州议会，参与 

苏丹御词环节时，这么指出。 

此外，他说，国阵和伊党之 

间的合作，已迈向更好的政治 

走向。 

他说，刚刚结束的士毛月州 

议席补选，已证明了国阵和伊 

党合作的效应。 

“以前伊党是执政党，如今 

和国阵一起成为反对党，我们 
将一起达至目标。” 

针对其说法，行动党武吉加 

星区州议员拉吉夫揶揄对方， 

既然巫统和伊党已经“共结连 

理”，但在伊党执政的吉兰 

丹，却没有分一个行政议员职 

位给巫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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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惹惹人民組屋 

空置單位德 
(北海20日讯）有人叹没房，有人却把空房当垃圾房！ 

在槟城，有人等不到分配人民组屋；但却有人利用人民 

组屋的空置单位，当成是垃圾房。 

苔东埔安邦惹惹人民组屋因经常发生高空抛垃圾情况， 

8至9个容量240升的垃圾桶，每天被抛满垃圾，引起槟行 

政议员孙意志关注，就在他带领记者到人民组屋视察时发 

现，一些空置已久的单位，竟被居民当成是垃圾房。 

记者向相关政府部门官员查询，该人民组屋共有760个 

单位，其中近30间是空置单位，一些原本是有人住，但不 

知何故漏夜搬走，一些没有人住；这些空置单位大部分都 

被当地居民当成是垃圾房。 

被当成垃圾房的组屋，也因此导致走廊处出现不少白色 

的虫子。 

贈垃圾桶減高空拋物 

孙意志将向州房屋局反映这起事件，一些若已空置多 

时，应进行翻新维修，以让一些排队等候分配人民组屋的 

居民有机会入住。 

另外，根据官°员透露，该区组屋的欠租率也很高，有超 

过60%的居民欠租，最高记录的欠额达到1万3000令吉，最 

低1000令吉；换言之，以每月100令吉租金计算，欠租期 

从最少10个月到5年又4个月。 

面对惊人的高空抛垃圾及扔玻璃罐的现象，孙意志声称 

他于1月份与市议员邝志祥及社管会主席克里斯纳进行视 

察后，决定再赠送6个240升塑料垃圾桶，置放在组屋区的 

3栋楼楼下，以劝导居民善用垃圾桶。 

孙意志促请居民不要再把垃圾扔到一楼天井，这将加重 

每天11名清洁工人的工作负担。 

•孙意志（右4)移交6个塑料垃圾桶给该组屋的负责单位代表依山，左3 

起为邝志祥及克里斯纳。 

'̂ rm 
•有人等不到分配人民组屋；但却有人把人民组屋的空置单位，当成是 

垃圾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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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截至2月杪 

雪税收比去年減近7千 
HI 

(沙亚南20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披露，州政府截至今年2月28日的 

土地税与单位税（cukai petak )税收 

为8224万3329令吉，同比去年减少 

6906万3842令吉。不过，在县署及 

土地局发出土地转换用途征收的地价 

(premium tanah )及附加土地税的5A 

和7G表格中，获得了 1亿6073万5649 

令吉，比去年的9744万8466令吉增加 
11%° 

阿米鲁丁今日$州议会回答万津区州 

议员刘永山，关于州政府如何加强州财 

政表现的口头附加问题时，这么表示。 

他指出，州政府于今年首两个月的地 

价税收高于去年，在于去年上半年为 

大选时期，人们对大选结果抱持不确定 

性，使许多发展申请都延至下半年才提 

交和通过，并呈现于今年首两个月的成 

绩单上。 

他透露，在范围较大的县署，如：八 

打灵县，可收取的土地税税收达80% 

至90%，收取率较弱的是遭积欠的土 

地税。 

阿米鲁丁说，州政府于今年首两个月 

的本年度土地税收达致15%，即每个 

月有7%至8%，若能保持这项速率， 

则能在年尾达致满意税收。 

针对伊党昔江港区州议员拿督阿末尤 

努斯提出，基于土地局的系统问题，就 

连他本身也无法在原定期限，接获瓜泠 

县署及土地局发出的催收土地税通知信 

事件，阿米鲁丁承认，瓜冷县和八打灵 

县的土地局系统有数据误差。 

"州土地及矿务局正更新资料，这或 

许导致今年土地税税收与去年相差的原 
因° ” 

此外，他透露，八打灵县迄今收取 

了34%土地税，相信在电子土地系统 

(e-tanah )机制下，可朝向今年收取 

90%税收的目标。（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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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安邦2 0曰 

讯）安邦太 

园Jalan Bunga 

Melur 1的水沟因 

长期遭到大型罗 

里停泊路旁，因 

无法承受罗里的 

重量而在两_个月 

前倒塌，经过一 

些居民及居协向 

蔡耀宗市议员要 

求协助下，市议 

会终于在三月份 

拨出款项委任了 

承包商进行维修 

工程。 

莲花苑州议员 

黎潍福明在市议 

员蔡耀宗及投诉 

组主任丘健生陪 

同下巡视施工地 

点后说，该，工程 

由市议会以小型 

工程拨款的方式 

委任承包商，工 

程预算约2万令 
吉° 

黎潍福说 

市會撥款委任承包商 

安邦太子園塌溝已修復 

莲 

花苑州议员服务 

中心收到不少居 

民针对水沟倒塌 

的投诉，而这些 

投诉都一一的记 

录在投诉系统及 

都已向市议会报 

备。， 

“无论如何， 

这些有关水沟倒 

塌的投诉都需要 

通过时间及安排 

拨款程序后，才 

能进行修复工 
程。” 

他呼吁民众若 

遇到这些问题 

后，可以直接向 

市议员、服务中 

心，以及他本人 

投诉。不过，他 

也要求居民在投 

诉后给予一些时 

•胡"塌沟渠已修复，黎潍福 

后）等人到场巡视。 

间，让他们及市 

议员去处理程 

序上的工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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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土圑州議員：回酬高於種油棕 

吁雪政府-

種醫用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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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圑州議員：回酬高於種油棕 

吁雪政府種醫用大麻 
(吉隆坡20日讯）土著团结党而揽（Jeram)州议员莫 

哈末沙益说，由于种大麻比种棕油所得的报酬高，所 

以，雪州政府应考虑在州内种植医用大麻。 

《马来邮报》（Malay Mail)—则 

.报导指出，莫哈末沙益周三在雪州议 

会辩论雪州苏丹御词环节时建议，雪 

州政府可在瓜拉雪兰莪一带种植大 

麻，以作为研究和医药出•的用途， 

毕竟该地区已被规划为农业地。 

他也说；雪州具有成为全世界最大 

的大麻出口地的潜力。 

“举个例子，每英亩棕油一年可赚 

达900万令吉……“ 

“(种大麻）的一英亩地的一年收 

成是棕油的3倍。” 

“若雪州种植逾100英亩的大麻， 

将会成为大麻最大生产地，并获得丰 

厚回酬。” 

虽然他所说的这一番话，在雪州议 

会里迎来其他州议员的哄堂大笑，但 

却遭依约（Ijok )州议员依德利斯阿末 

取3000令吉，但大麻一年的报酬可高提出反对。 

当莫哈末沙益引用《1952年危险毒 

品法令》指任何政府部门都可种植医 

用大麻后，依德利斯阿末即说，大麻 

是危险药物，所以必须设立非常完善 

的执法系统。 

“在历史上，大麻是药用作物，但 

如今它已被滥用，如鸦片和吗啡。这 

是危险药物，必须加以管制。” 

"我自己也是医生，我知道这种管 

制药物的问题，它需要非常完善的执 
C+ ” 
/A o 

过后，莫哈末沙M也坦g确会出现 

上述问题，但他仍建议，当局必须慎 

选大麻种植和加工的地点、并且限定 

只对特定单位开放。 

“别担心黑市等问题，我们需要严 

加管制，以避免出现大麻流入社会， 

甚至让人民上瘾等疏漏状况。“ 

•莫哈末沙 

.益i雪州具有成 

::爲全世界最大的 

.上、• 士茭嫁：飞今黑大麻出口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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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關注女議員觀點非服裝” 

黄潔冰抨黄瑞林性别歧視 
(沙亚南20日讯）随著雪州议长 

黄瑞林直指穿著白色西装外套搭配 

浅绿色过膝连身裙的公正党武吉兰 

樟州议员黄洁冰的穿著不符合女议 

员的穿著规范，并要求黄洁冰穿著 

黑色外套，黄洁冰说，议会并未规 

范衣服的颜色，同时，她也认为， 

大家应关注女议员的观点，而非规 

训女性该穿何种衣服。 
•黄洁冰周二在议会午休时，向议长黄瑞林阐明其本身对女 
性衣著规范观点。 

“在这个时代，为什么男性还要来规范女性议员 
应该如何打扮?“ 

《当今太马》的一则报导引述黄洁冰的谈话指 

出，议长应专注于聆听她的看法及其他重要课 

题，而非关注议员的穿著。 

“他为了这种琐碎的议题（议员服装）召开记者 

会，反而没注意到周二议会中讨论的重要课题。” 

“我周二早上针对纽西兰恐怖袭击案件、水源污 

染、法律、森林保护、女性参政及参与决策、家 

暴、经济、议会常规改革、政府如何协助穷人、 

服务中心的员工福利及议员拨款等等议题提出看 
.法。“ 

她也说，女性在主流政治中已经被严重地歧视及 

边缘化，我们不需要在原有的清单上再加一条荒 

谬的服装颜色规定。 

此外，她披露，她并不是第一次穿著白色西装外 

套出席州议会，而议会服装规定也只是注明女性 

必须穿著端庄整齐（tertib ),以及穿上西装外套， 

但并没有规定有关服装的颜色。 

黄洁冰周二穿著浅绿色连身裙及白色西装外套出 

席雪州议会时，黄瑞林在雪州议会午休前，不仅 

直指黄洁冰的穿著不符合女议员的穿著规范，同 

时也提醒男女议员都必须穿著黑色外套。 

"我已向所有男女议员发出服装仪容的提醒，男 

性和女性全都必须穿著黑色外套。不要像武吉兰 

樟议员今天那样穿得色彩缤纷。否则，我将会采 

取行动，我现在只是发出警告。” 

黄瑞林除了在雪州议会发出警告，过后也到议会 

厅外召开记者会表明议会不允许“服装秀”。 

"我们必须尊重议会，人民正在看著我们。这也 

是我们为何必须遵循既有的规定，包括服装及礼 
仪的规矩。” 

“这里不是在办服装秀，让我们穿各种颜色的西 

装外套或衣服。这里是州议会，我们必须要尊 
重。” 

过后，黄洁冰也通社交媒体lnstag�am谈论此事。 
‘‘今天在雪州议会里，一个男性政治人物宁愿注 

意我穿什么，也不专注于聆听我说了什么。这就 
是典型的#男性政治人物。’： 

她除了贴出自己多年来身穿白色外套的照片， 

同时也分享美国众议员卡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 )、美国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人 

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身穿白色西€外套出 

席议会，以及副首相E阿兹莎穿著浅色马来服装 

出席国会的照片。 

黄瑞林在上一季雪州议会中，也曾警告邓普勒花 

园州议员莫哈末沙尼（Mohd Sany Hamzan )， 

因为对方身穿马来服装，而没有穿著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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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污水满地流，也有蛆虫在也 

上爬动。. 

另外，该组屋有30至40间的空置单 

位，有些铁门被人偷走，有人甚至打 

破木门，而缺乏公德心的居民竟把垃 

圾抛在该处，成了蛇鼠蚊蝇滋生的温 

床。 

邝志祥市议员说，他在1月曾出席 

卫生部一项汇报会，指该组屋有骨痛 

热症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由垃圾所 

引起，所以他呼吁居民应该照顾好卫 

生，才能避免被黑斑蚊叮咬而受感 

染。(CSH ) 

空置單位當垃圾房 

組屋垃圾處處組蟲滿地 
(北海20日讯）一些缺乏公德心 

的居民蓄意高空抛物，导致安邦惹惹 

人民组屋危机四伏，甚至把空置单位 

当垃圾房f汚水四处溢出，姐虫满地 

爬，臭味令人作呕。 

峑眼惹玛州议员孙意志今早移交6个 

垃圾桶给房屋部官员，以便将这些垃 

圾桶分配至当地3座组屋，通过教育 

方式鼓励居民，将垃圾丢至适当的地 
方° 

孙意志说，组屋楼下其实有置放大 

-些居K贪圈方便， 

数次砸中汽车，也 

•一些空置单位堆满垃圾 

型垃圾桶，但有 

竟把垃圾抛下楼 

险些击中居民。 

孙意忐S交6垃圾桶 

他称，今年1月他和邝志祥市议员到 

该组屋巡视后，拨款购买6个小型垃 

圾桶，安置在组屋走廊，让居民先使 

用0 

他说，该组屋有承包商负责清洗， 

但每天早上，楼下的走廊就会堆满垃 

圾，因此房屋部会暂时将垃圾桶置放 

在组屋走廊，居民可以把垃圾放在桶 
内° 

他指出，基于承包商若要沿户收集 

垃圾，州政府就需多承担有关费用， 

所以暂时不会这样做。 

他说，该组屋有760个单位，住有 

3000至4000人，月租和管理费是100 

令吉，但也有一些人没有还，欠最多 

是1万3000令吉，最低1000令吉。 

他希望房艮珍惜州政府为他们所提 

供的设施和方便，照顾好自己四周的 

住所，歹要蓄意从高空上把垃圾抛下 

楼，这不但造成卫生问题，也危及他 

人生命安全。 

'：& 
• / M  
•'Vr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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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榄议员争取种在选区 

雪州可成最大大麻j 
(莎阿南20日讯）希盟雪州而榄州议员莫哈末沙益 他今日在州议会辩论时指出，自瓜拉雪兰莪地 

今日建议，雪州或可以成为世界最大的大麻生产区被指定为农业中心地段后，其选区应成为用以医 

地。 学研究和出口用途的大麻生产中心。 

莫 
哈末沙益以棕油和大 

麻收成收人为例，指 

每一英亩的油棕每年可获得 

3000令吉的收人，但每一英亩 

的大麻3次收成就能获得每年 

900万令吉) 

他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 

令表示，指该法令允许政府部 

门能以医学研究0的而种植大 

麻’并指国家毒品中心主任旲 

哈末依沙教授曾进行了 一项研 

究，并同意与当地一家公司合 

作，为医学研究和出口用途种 

植大麻。 

指可效仿美严厉执法 

不过，希盟依约州议员依 

德利斯却提醒，执法将会是棘 

手的问题。 

他说，虽然大麻在历史上 

被用作药物，但却像鸦片和吗 

啡一样遭滥用，而大麻、吗啡 

等都是必须加以控制的危险药 

物，即使是由卫生部分类的药 

物也难以控制。 

不过，莫哈末沙益依然坚 

持己见，并指可效仿美国和加 

拿大，立法严格监管。 

Page 1 of 2

21 Mar 2019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7,667 • Page: A5
Printed Size: 39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905.66 • Item ID: MY0035461109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雪州议会 

阿米鲁丁 ：基建完善 

亲商环境政策吸引外资 
总投资额189亿 

亲商环境政策吸引外资 

雪去4外资培400% 
(莎阿南20日讯）雪兰莪州政府2018年投资表现创历史新高，比2017年增长了 238°/。，总投资额达189亿 

4700万令吉，当中外资更是突破400.7%，总数为108亿3700万令吉，中国是最大外资商，投资额高达39 

亿3400万令吉。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州政府今年把投资目标设为100亿令吉，并有信心可达标，甚至比去年取得更大 

的突破。 

国内占49亿 

服务业投资额57亿 

诺阿兹米（左起）、莫哈末阿敏、阿米鲁丁、邓章钦及哈山等人分享雪州投资额创历史新高的喜 

悦。 

邓章饮：与大马计划合作 

全力发展武吉柏仑东 

补习计划增地理科 

盼受惠目标增至1万人 

十年，雪州政府把外资 

0标设为78亿令 

吉，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 2018年数据显示，雪 

州投资额达189亿4700万令 

吉，2017年则是获得55亿 

9200万令吉。 

创1.8万就业机会 

"2017年外资总额为21亿 

6400万令吉，去年则有108亿 

3700万令吉；本地去年投资额 

也取得135亿2200万令吉； 

在丁厂领域里，去年投资带来 

了 1万8475个就业机会。” 

他今日出席雪州第14届 

第2季第1次立法议会，在午 

休时段针对雪州投资表现召开 

r己者会。 

掌管雪州投资、商务与中 

小型企业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说，为全力发展搁置已 

久的武吉柏仓东，以打造为城 

邓章钦说，乌雪县议会从 

2006年起，积极招来投资商， 

甚至在2020年县规划蓝图， 

冻结附近双文丹与双溪布雅的 

土地发展，把武吉柏伦东作为 

重点发展区。 

“县议会在2008年就批准 

特易购在当地设立占地50英 

亩的分销货仓（重新包装）， 

为吸引民众到来定居，县议会 

也在2011年邀请特易购在武 

吉圣淘沙设超市。” 

市区，雪州大臣除了把该区纳 

人今年财政算案作为航空与汽 

车领域区，乌雪县议会更与大 

马计划及雪州大马计划合作， 

他说，当地近年来也建有 

大马皇家警察学院、警察训练 

中心、也批准了建一所华小、 

淡小及国中并且为了安全起 

见，在武吉圣淘沙建有警局及 

消拯局等，吸引人口定居。 

他指出，现有的工业发展 

顺利，在茉莉花路的98%工业 

地段建有工厂，其他的路段也 

有工厂设立，包括第二国产车 

工厂的设立，带动了当地的发 

展。 

地 

(Brownfield )行动蓝阁。 

他说，武吉柏伦东棕地行 

动蓝图更全面规划和重新发展 

武吉柏伦东搁置巳久的地区， 

特别是坐落在武吉圣淘沙瑟罗 

加（Seroja)路及甘文丁 

(Kamunling)路的排厂‘：' 

他今早回应峑冬加里州议 

武吉圣淘沙还有很多搁置产业 

的口头提问时这么说。 

他说，合顺宇航有限公司 

(UMW Aerospace)巳在当地投 

资设厂，作为安装空中巴士引 

擎基地，并有意把设在莎阿南 

的操作中心搬往双文丹，这将 

会带动周围产业价值。 

阿米鲁丁相信，雪州的亲 

商地理环境与政策，如设有国 

际机场、港口、完善的道路基 

设及基建等，吸引外资到来。 

“尤其中国是最大外资 

商，他们主要投资在金属原产 

品（热轧板卷、冷轧板卷）、 

纸制品（纸盒、丁艺纸等）及 

其他领域。 

“日木则是投资最多项目 

的国家，去年共有27项总值4 

亿3560万令的项目获批，如 

半导体工业、汽车零件厂、食 

品工业�LED产品等。” 

雪州服务业领域去年也在 

国内取得高投资额，共57亿 

8400万令吉，国内投资占49 

亿令吉，外资有8亿8150万 

令吉。 

阿米鲁丁说，2017年服务 

业领域投资额只有45亿令 

吉° 

“服务业的种类有油气 

雪州政府设定雪州人民补 

习计划今年受惠目标从6000 

人增至1万人，并增加一个补 

习科目，冀望帮助学业成绩欠 

佳的学生考取大马教育文凭。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 

目前雪州人民补习计划教授的 

科目分别是国语、英语、历史 

和数学，今年增加的课目是地 

理：‘ 

更多地点能补习 

他说，要获得大马教育文 

凭必须国语和历史科及格，人 

民补习计划也反映出参与者的 

及格率比不及格来得高。 

他提及，早前的人民补习 

计划只能在晚上或周末，到学 

校或租借的地点进行，今年获 

得教育部的配合，更多地点能 

补习。 

“之前，雪州政府面对进 

人校园的阻扰，现今学校允许 

他说，若按领域区分，最 

大贡献来自金属原产品，总额 

达68亿9200万令吉，接着是 

纸、印刷及出版（51亿令 

吉）、橡胶原产品（12亿9000 

万令吉）、食品丁业（8亿 

3500万令吉）及塑料产品（6 
亿9800万令吉）。 

出席记者会的包括雪州行 

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州秘书拿 

督莫哈末阿敏、财政司拿督诺 

阿兹米及雪州投资促进局总执 

行长拿督哈山。 

业、再生能源、私人医疗、研 

发活动、物流等。” 

阿米鲁丁说，去年的优越 

投资表现，显示本地和外国投 

资者对雪州透明与公信行政有 

信心，因此州政府将继续通过 

雪州投资促进局及旗下各政府 

单位共同努力，以争取今年有 

更好的表现。 

雪州政府政策在校内推行，学 

校会有协调员安排，我相信这 

项计划能为成绩欠佳的学生带 

来好处，提升及格率。” 

他直言，根据2018年的年 

终考试成绩，发现有1万4000 

名雪州学生有可能在大马教育 

文凭中不及格，所以州政府希 

望帮助这些学生，丨丨：他们至少 

能考获文凭。 

他周三出席第14届第2季 

第1次雪州议会口头问答环节 

时，如是指出：‘ 

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提 

出附加提问时说，不可能全部 

学校都能落实人民补习计划， 

州政府会如何遴选参与的学 

校？ 

阿米鲁丁回应说，州政府 

会谘询雪州教育fei的意见，并 

让补习计划在下午课外时间进 

行，丨丨：附近的学生参与，这个 

计划预计在4月展开。 

邀超市进驻吸引民众定居 

黄洁冰今早至下午时分缺席州议会（中间座位中间位），其邻 

居国际山庄州议员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也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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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BAKARAN KEBUN SfSA SAWIT DAERAH SEPANG 

莎随万津空气不賺 
(莎阿南20日讯）雪兰莪州近日发生多起火灾与露天焚烧事 

件，州内多区空汽污染指数上扬，尤其是万津和莎阿南的空 

气污染指数，昨晚更是超出100点，处于不健康水平。 

为严惩违例者，雪州环境局从今年1月开始迄令，已发 

出5张罚单给5家涉及露天焚烧的公司，每张罚款2000令 

吉；另外，当局也针对佐汉斯迪亚（Johan Setia)的烧芭案 

在准备调查结果，以提呈给法庭展开法律行动。 

•=!=• 

许来贤（左）及沙菲宜促请民众空气素质欠佳之际， 

减少户外活动。 

提醒学校停止户外活动 
许来贤说，当局也已针对数地区情况提醒教育局， 

建议该些学校停止户外活动。若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 

超出200点，学校必须停课， 

“据全国烟霾行动蓝图，现有情况民众受促减少在 

外活动，学校必须在空气达致不健康水平时，停止户 

外教学或课外活动。“ 

州政府再次警告民众或公 

司，严禁一切露天焚烧行 

为，否则将在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 

下罚款不超过50万令吉，或坐牢不 

超5年或是两者兼施；另外每项罪 

行罚款不超过2000令吉。 

掌管雪州科学、丁艺及革新事 

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今早在雪州立 

法议会召开记者会时说，17日晚上 

10时开始至晚上8时，万津站的空 

气质量指数（PM2.5)超出100点， 

处于不健康水平。 

“雪邦县及瓜拉冷岳县W为气候 

炎热及干燥，发生多宗火灾影响了 

万津的空气素质，包括当地永久森 

林保留地第12、13和15地段，也 

于本月13日开始发生林火，失火面 

积达到84公倾，消拯局正连同地质 

与矿物局、森林局及天灾管理单位 

刻展开灭火行动。” 

他说，宜力大道（ELITE)第 

27公里向北方向的灌木丛，则于本 

月17日发生林火，面积达3000公 

尺X200公尺，目前消拯人员正努力 

灭火，此外昨R在双溪比力新村第 

5路5英亩的棕油色垃圾也失火， 

该些林火事件都影响了当地的空 

气。 

出席者有雪州环境局局K：沙菲 

宜。 

雪州议长黄瑞林说，议会 

穿着事关纪律，并非针对女性 

或任何人，他将在议会的衣服 

指南里加上穿深色西装外套的 

要求，包括女性议员。 

他说，昨FI的事件并非针 

对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冰，而 

是事关纪律，而且他也曾训斥 

邓普勒公同州议员莫哈末沙尼 

的穿着。 

“之前议会只规定女性需衣 

着端庄，故这次将在衣服指南 

里加上穿深色两装外套的要 

求。这是议会纪律问题，并没 

有牵涉任何性别歧视和私人问 

题，媒体无需放大此事。” 

昨天，黄瑞林在州议会促 

请州议员穿着宜须端庄，最好 

是深暗色，以免议会厅成为服 

装秀场，当时他也以黄洁冰的 

穿着为例，引发“服装风波”。 

“我促请所有州议员，不论 

男女，应遵守议会要求身穿深 

色两装或外套出席议会，不应 

穿得五颜六色，宛如服装秀。 

“外套必须是深色的，其余 

内搭和马来服没有颜色的限 

制，议员也可以在星期五穿马 

来服去议会，以表达对这天的 

尊重。“ 

大臣：尊重议长决定 

另一方面，雪大臣阿米鲁 

丁受询及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 

冰昨R的服装标准时，议艮有 

权力去更正一些要求，并尊重 

他所做的决定。 

他也打趣叫大家勿把焦点 

放在服饰风波，应该着重在更 

有意义的事情，如努力丨丨：雪州 

在今年取得100亿令吉的投资 

额目标。 

李继香促监督森林保留地 

高压电缆路线勿过度伐树 
新古毛州议员李继香要求 

雪州政府严密监督从霹雳打巴 

横越乌雪县森林保留地，到彭 

享文冬的高压电缆路线，勿过 

于砍伐树木。 

她说，虽然国能在民众反 

对后，同意重新研究上述高压 

电缆路线，以便加长2.3公里 

路线远离森林保留地及不会横 

跨吉冷河吉罗鱼养育区，惟州 

政府仍应监督丁程，以免森林 

保留地被破坏。 

若违例即停工 

旦有违例的情况，也 

应立即发出停工令，保护生态 

平衡发展。“ 

李继香今午辩论苏丹御同 

时这么说。 

她指出’该森林保留地占 

地65公倾，是当地的集水 

区，部分更是高山区，也是野 

生动物栖身之所及雪州的文化 

公同。 

她也感恩州政府相当关心 

森林的保护，并曾在回函中告 

知，将在这项高压电缆工程项 

目增设附加条件。 

”这些附加条件降低对森 

林保留地的影响，包括不在雨 

天砍树、使用直升机运送电 

缆，以及国能需尽企业社会责 

任，提供吉罗鱼给养殖中 
心° ” 

另外，针对雪州政府在而 

榄建再生能源焚化炉的前瞻性 

决定，她虽有信心州政府所建 

焚化炉不会引起健康问题，但 

认为州政府落实这项计划前， 

应有更全面的政策，以减少垃 

圾量及鼓励分类，让环保工作 

更进一步。 

双溪比力的油棕芭林火事件严重 环境局每小时巡视烧芭地 谴责纽西兰恐袭案 

消拯人员极积为永久 

森林保留地灭火。 

lL 雪州议会 黄瑞林：议会穿着关乎纪律 

指南加穿深色西装外套要求 
雪政府严禁露天焚烧 

_

1
静 

雪州环境fej针对左汉斯迪 

亚烧芭案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目前更是每小时巡视一次，频 

密监督情况，防止火势蔓延或 

高危地点乂出现火势。 

许来贤指出，环境局于1 

月W日即启动行动防止露天焚 

烧，并在同月15日针对佐汉斯 

迪亚烧芭案，启动行动小组， 

更在上月开始，从下午2时至 

晚上11时展开巡逻，监督当地 

的活动，尤其是局风险地区。 

“我们除了与消拯局合作控 

制外，更出动高空无人摄录机 

来监督整个火势，也检查各地 

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掌握最新 

进展，包括莎阿南、万津、巴 

生港口、瓜雪及八打灵再也， 

达至昨天下午3时，空气污染指 

数介于51至100之间（中等）。” 

雪州立法议会今午临时动议，辩论上周五发 

生的纽两兰基督城回教堂恐袭事件，“致通过 

严厉谴责这项导致50人包括小孩死亡的流•事 

件，并要求州政府维护州内宗教、种族与文化 

和谐。 

淡江州议员沙阿里今午援引议会常规第17 

(1)条文，临时动议辩论此事，吸引多位朝野 

议员辩论长达近一小时。 

参与辩论的有美丹花园州议员三苏费道斯、 

昔江港州议员拿督尤努斯、甘榜东姑州议员林 

他建议民众下载 怡威、中路州议员法克拉兹及万津州议员刘永 

“MylPU”手机应用程式或 

登录www. <ioe. gov. my查看空 

气污染指数：同时，若发 

现有人露天焚烧，可联络 

环境局 1  - 8 0 0 - 8 8 - 2 7 2 7  或 

全国热线 0 3 - 8 8 7 1  2 0 0 0 ,  

也可联络消拯局999灭火。 

山，大家都强调各宗教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包 

括种族与文化。 

大家也一致要求雪州政府以此事作为借镜， 

希望州内各祈祷室、回教堂及其他的宗教场所 

可作为宣扬和平信息、亲情，以及消除对其他 

宗教和种族偏见的平台。 

雪大臣阿米鲁丁总结时，谴责有违人性的残 

忍行为，该凶徒的行为超出人类想 

像，给社会造成重大伤害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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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鼸高函去年投资顏189亿 
莎阿南20日讯雪州 

2018年投资表现取得飞跃 

性的增长，不仅是超出预 

期目标，也创下过去30年 

来的最局纪录！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 

根据大马投资发展局发布数据 

指出，雪州去年共批准了 241项 

制造业项目，占全国最高，所取 

得的投资额高达189亿4700万令 

吉，相较于2017年的55亿令吉， 

增加238%� 

「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及国 

内直接投资分别增涨了 400.7%和 

136%，即各占108亿3700万令吉 

和81亿令吉。』 

「新投资项目也相较于前 

—年，增加了427%，即达到135 

亿2200万令吉，至于投资扩张项 

目去年则达到54亿令吉，相较于 

2017年增加了79.2%�j 
「总体而言，去年制造业共 

创造出1万8475个工作机会，占 

全国最高，相较于2017年的1万 

31个工作机会，增加了84%�j 
阿米鲁丁是于今日公布雪州 

雪兰莪 

立法议会 

2018年投资表现成果时，如此表 

示。出席者包括雪州秘书拿督莫 

哈末阿敏阿曼、雪州财政司拿督 

诺阿兹米、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及投资雪兰莪机构首席执行 

员拿督哈山阿兹哈里。 

金属制品贡献最高 

他也指出，在外来投资方 

面，中国是投资额最高的贡献 

国，去年所取得的投资额高达39 

亿令吉，至于日本则是投资项目 

最多的国家，去年批准了27个项 
目° 

他也说，以行业分类的话， 

金属制品是投资额贡献最高的行 

业，高达68亿令吉，其次则是 

纸张、印刷及出版业（51亿令 

吉)、橡胶产品（12亿令吉)、 

食品加工（8亿3500万令吉）及塑 

；\ 

• RM18.947 I 

iiita 
阿米鲁丁（左3)周三在雪州议会公布雪州2018年投资表现成 

果，其中制造业去年成功创下189亿令吉投资额，是过去30年 

来的历史新高。左起为诺阿兹米、莫哈末阿敏阿曼、邓章钦 

及哈山阿兹哈里。 -骆曼一 

胶产品(6亿9800万令吉)。 

「除了制造业之外，雪州去 

年在服务业方面，也创下全国最 

高的投资额，即达57亿8400万令 

吉，较2017年的45亿令吉增加， 

其中国内投资达49亿令吉，外来 

投资占8亿8150万令吉。」 

「雪州去年的投资表现，彰 

显出国内外商家对雪州政府行政 

透明和效率的信心，还有投资雪 

兰莪机构和各政府单位的努力与 

合作°」 

他也放眼，雪州能够在今年 

达到100亿令吉的投资额，并相信 

在目前经济正面发展的情况下， 

这项目标有望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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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文教界纷送上花圈致哀 
吉隆坡20日讯|不幸在印尼 

龙目岛地震中罹难的拿订戴秀琴 

(56岁），其家人今日起在吉隆 

坡富贵生命馆为戴氏设灵治丧。 

家属在今天下午约2时，开 

放让死者亲友等进入灵堂，为 

死者致以最后的敬意“灵堂上放 

满粉色和白色花圏，场面哀戚肃 

穆。 

政府部长、商界显要、华 

团领袖、媒体同业、各国大使 

馆、朝野国州议员等纷纷送上花 

圈致意，包括交通部长陆兆福、 

能源、科技、科学、气候变化与 

环境部长杨美盈、水源、土地及 

天然资源部长西维尔、教育部副 

部长张念群、青体部副部长沈志 

强、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华总 

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马华总会 

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和民政党主席 

拿督刘华才等。 

周六上午11时出殡 

前来吊唁的领袖包括行动党 

主席陈国伟、马华总会长拿督斯 

里魏家祥、马华前总会长拿督斯 

里廖中莱、前副总会长拿督斯里 

何国忠、人民公正党副主席蔡添 

强、福联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 

等。廖中莱在抵达灵堂时，便拥 

抱安慰戴氏丈夫拿督张映坤，而 

后者也忍不住落泪，令人心酸。 

财政部长兼行动党秘书长林 

冠英，晚上9时许也连同行动党部 

长及议员前来凭吊。 

灵堂上也摆放了死者生前 

的照片和随身物品等！并且也 

开放让吊唁者将对戴秀琴的思念 

寄语，透过网址或当场写在卡片 

上，之后由工作人员将寄语上载 

到电视屏幕。 

丧礼于今天开始至周五，开 

放给亲友凭吊，由佛光山觉诚法 

师诵经，预计周六上午11时出 

殡，到莎阿南富贵火化场火化， 

骨灰安奉在巴生南方寺（佛光 
山）° 

廖中莱（中）和富贵集团创办人丹斯里邝汉光（左）到灵堂慰问戴氏丈 

夫张映坤（右），瞻仰戴秀琴（小图）遗容。 -伍信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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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0日讯|为推广适耕 

庄生态旅游，适耕庄州议员黄瑞 

林服务中心将于5月4日早上10时 

至晚上7时，在适耕庄育群华小举 

办2019年适耕庄旅游摄影节。 

2019年适耕庄旅游摄影节将 

分成3个系列进行，首先是从本月 

8日至4月5日期间，通过网络招揽 

摄影好手。 

有兴趣的摄影者可在这段期 

间，将一套3张系列作品（风光、 

人文或生活的主题），上传到个 

人面子书分享，并设置公开和标 

适耕庄5月旅游摄影节 
签 r#SekinchanTravelPhotoFest1 

valj即可。 

主办单位随后将从中挑选出 

15人，邀请他们参与4月20日至 

21日（两天一夜）适耕庄旅游创 

作外拍活动，期间膳食和住宿的 

所需，将由主办当局所提供。 

而所有在适耕庄旅游创作外 

拍活动期间拍摄的作品1将被挑 

选参与5月4日在适耕庄旅游摄影 

节的主题展览。 

适耕庄旅游摄影节策划与 

执行单位-吉隆坡摄影节总监陈 

焕珍欢迎，摄影爱好者踊跃参与 

这项活动，借此探索适耕庄的魅 

力，包括发掘出一些「隐藏的宝 

藏」。 

「其中5月4日的适耕庄旅游 

摄影节，是这次活动的重头戏， 

开放给所有公众参与，届时不仅 

设有摄影展，也包括摄影寻宝活 

动、小市集与手作学习坊、摄影 

与旅游分享会及舞蹈表演等。」 

陈焕珍是于今日联同黄瑞林 

召开2019年适耕庄旅游摄影节新 

闻发布会时，如此表示。出席者 

包括适耕庄旅游发展协会副会长 

林卯顺及秘书颜进升。 

黄瑞林也希望，通过旅游 

摄影节的展开，可以进一步推广 

适耕庄的生态旅游，吸引更多国 

内外游客到访，感受适耕庄的美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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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瑞 
林 

制 
穿 
著 
非 
针 
对 

性 

莎阿南20日讯|雪 

州议长黄瑞林重申，昨 

曰在州议会劝告州议员 

身穿暗色西装外套，并 

非针对个人和女性，而 

是旨为维护州议会神圣 

的形象。 

他表示，之前也 

曾经劝告邓普勒公园州 

议员莫哈末沙尼要穿上 

西装，所以这道劝请， 

并无涉及任何个人，或 

针对女性的元素，只是 

希望议员们遵守议会纪 

律。 

「我个人是非常尊 

重女性的。」 

黄瑞林是于今曰 

在雪州议会午休时段， 

受询及武吉兰樟州议员 

黄洁冰丨平击议长发出这 

项衣著劝告时，如此表 

武吉兰樟州议员黄 

洁冰今日接受媒体访问 

时’重提昨日被议长规劝 

议会穿著一事，并称受到性别歧 

视，也希望在议会上，能够多关注 

女性议员的观点，而非穿著。 

黄瑞林说，日后会在穿著指 

南上，列明身穿暗色西装外套的 

必要，以便各方都能够清楚了解 

这项规范。 

他也希望，各方能够把议会 

焦点放在辩论内容上，而非穿著 

问题。 

询及会否在议会上辩论此事 

时，他说，若有议员要挑战议长 

这项决定，必须援引议会常规43 

条文提呈私人动议。 

另外，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受 

询此事时也表示，议长有权力在 

议会上发出劝告，因此任何人应 

该予以注意。「无论如何，我希 

望大家不要因穿著问题‘而忽略 

了更重要的辩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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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议谴责纽西兰枪击案 
莎阿南20日讯|雪州州议会 

今日一致通过，强烈谴责纽西兰基 

督城枪击案件的临时动议。 

此项动议由淡江区州议员沙 

阿里提呈，促请州政府推行相关政 

策和计划，以巩固州内各种文化之 

阿米鲁丁（右）表示宗教狂热的现象将带来暴力和伤亡，因 

此对宗教信仰保持中庸的态度非常重要。 -骆曼-

间的和平。 

他也呼吁州政府必须管理回 

教堂及其他所有宗教机构的作用和 

所扮演的角色，作为宣扬和谐及消 

除偏见的一方。 

参与辩论议员包括美丹花园区 

州议员三苏菲道勿斯、昔江港州议 

员阿末尤努斯、甘榜东姑区州议员 

林恰威、中路区州议员莫哈末法克 

鲁拉兹，及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总结时表 

示，纽西兰枪击事件是极端，并且 

超乎人类正常思维的。 

「所有人必须共同反对和拒 

绝让这类事情发生在州内。」 

他以过往历史为例，认为宗 

教狂热的现象将带来暴力和伤亡， 

因此，对宗教信仰保持中庸的态 

度，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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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中莱（中）和富贵集团创办人丹斯里 

邝汉光（左）到炅堂慰问戴氏丈夫张映坤 

(右），瞻仰戴秀琴（小图）遗容。 

政經文教界紛送上花圈致哀 
吉隆坡20日讯|不幸在印尼 

龙目岛地震中罹难的拿汀戴秀琴 

(56岁），其家人今日起在吉隆 

坡富贵生命馆为戴氏设灵治丧。 

家属在今天下午约2时，开放 

让死者亲友等进入灵堂，为死者 

致以最后的敬意，灵堂上放满粉 

色和白色花圈，场面哀戚肃穆。 

政府部长、商界显要、华 

团领袖、媒体同业、各国大使 

馆、朝野国州议员等纷纷送上花 

圈致意，包括交通部长陆兆福、 

能源、科技、科学、气候变化与 

环境部长杨美盈、水源、土地及 

天然资源部长西维尔、教育部副 

部长张念群、青体部副部长沈志 

强、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华总 

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马华总会 

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和民政党主席 

拿督刘华才等。 

週六上午11時出殯 

前来吊唁的领袖包括行动党 

主席陈国伟、马华总会长拿督斯 

里魏家祥、马华前总会长拿督斯 

里廖中莱、前副总会长拿督斯里 

何国忠、人民公正党副主席蔡添 

强、福联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 

等。廖中莱在抵达灵堂时，便拥 

抱安慰戴氏丈夫拿督张映坤，而 

后者也忍不住落泪，令人心酸。 

财政部长兼行动党秘书长林 

冠英，晚上9时许也连同行动党部 

长及议员前来凭吊。 

灵堂上也摆放了死者生前 

的照片和随身物品等，并且也 

开放让吊唁者将对戴秀琴的思 

念寄语，透过网址或当场写在 

卡片上，之后由工作人员将寄 

语上载到电视屏幕。 

丧礼于今天开始至周五， 

开放给亲友凭吊，由佛光山觉 

诚法师诵经，预计周六上午11 

时出殡，到莎阿南富贵火化场 

火化，骨灰安奉在巴生南方寺 

(佛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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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水供公司出动26辆水槽车，自周 

=晚上10时起，24小时派水给涉及断 

水的居民和商家 

斷水斷電1登蒲種商民叫苦 
沙登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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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曰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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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接驳站于前天下午突然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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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商場暫停營業 

他说，保守估计前天下午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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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捍华（中）派发5公升的t欠用水给予民众，以备不时之需。左为劳勿夫；右起为王奕翔、唐竟发及阿 

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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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电力公司也于前晚至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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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公司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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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昨日下午3时56分故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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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文告表示，维修电压箱 

33KV零件的工作，预计最快会在今 

曰完成。自前晚5时正至昨日中午 

12时，已有85%的用户获得电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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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創30年來佳績 

雪去年投資額道189僕 

雪州議會會議 

(沙亚南20日讯）雪州大 

臣阿米鲁丁欣然宣布，雪州 

去年取得了 189亿4700万令吉 

投资额，比2017年的55亿9200 

万令吉猛增133亿5500万令吉 

或238%,为过去30年来的最亮丽表 

现！ 

他形容，去年投资额比前年增加了 

2.38倍，在于外国投资者对我国于去年 

509全国大选，经历了政权更迭的良好 

投资气氛促成，加上雪州具备的完善基 

建和交通物流设施等因素。 

“去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有108亿 

3700万令吉，比前年的21亿6400万令吉 

增加了400.7%;国内投资额为81亿1000 

万令吉，比2017年的34亿2700万令吉也 

增加了136%�” 

中国为雪最大外资国 

阿米鲁丁今日在雪州议会走廊召 

开新闻发布会，引述大马投资发展局 

(MIDA)的数据透露，中国为雪州的 

最大外资国，去年投资了39亿3400万令 

阿米鲁丁（左三）对雪州政府去年创下吸引189亿4700万令吉的投资额感到雀跃。 

左一起州财政司拿督诺阿兹米和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右三起雪兰莪投资促进机构首 

席执行员拿督哈山和邓章钦„ 

吉，主要投资领域为金属业的热轧钢卷 

和冷轧钢卷、纸业的湿纸浆、瓦楞纸箱 

和牛皮箱板纸等。 

“日本在雪州的4亿3560万令吉投 

资额虽屈于第二，但27项的投资项目为 

州内最高，主要投资领域为半导体、汽 

车零件、汽车、发光二极管（LED)产 

品和加工肉类食品等。” 

他说，排在中国和日本后的外资尚 

有欧洲和美国，而非洲为待开发的新兴 

外资。 

阿米鲁丁指出，去年的新投资额为 

135亿2200万令吉，比前年的25亿6500 

万令吉增加427%。 

去年批241制造业投资项目 

他表示，雪州于去年批准了241项 

制造业投资项目，比前年的202项增加 

39项或19%，继续位居全国最多投资 

项鬥的州属，创造了1万8745项就业机 

会，比2017年的1万零31项增加84%。 

在投资领域方面，他披露，金属业 

占了最大投资额即68亿9200万令吉、依 

序是纸张、印刷和出版的51亿令吉、橡 

胶制成品12亿9000万令吉、食品加丁业 

8亿3500万令吉和塑料产品6亿9800万令 
—I~r 

对于金属与塑料丁业在投资领域所 

占的高比例，阿米鲁丁受询时强调，这 

些都是合法的正式工业，和二手金属及 

废塑料回收等非法工业完全不沾边，因 

官方投资数据不纳人非法工业。 

另外，他说，雪州去年也在服务领 

域创下全国最高的投资额即57亿8500万 

令吉，2017年为45亿令吉。_当中有49亿 

令吉来自国内投资、外资为8亿8150万 

令吉，包括油气、再生能源、私人医药 

保健、研发及物流等服务。 

黄瑞林：我昨日对黄 

洁冰外套颜色的发言，并 

非針对个人或女性发言， 

而是为了雪州议会的神圣 

精神。 

周二因身穿白色外套，而被议长黄瑞林开腔批评不符合州议会穿著规范 

的公正党武吉兰樟区州议员兼雪州希盟•后座议员俱乐部主席黄洁冰，缺席周 

三的州议会会议，其恰好与黄瑞林遥遥相对的座席（红圈）空空如也。其右 

为诚信党淡江区州议员沙阿里。 

/ 正党武n兰樟州议员黄洁冰服 A装遭批评的风波继续延烧，雪 

州议长黄瑞林指出，他昨日针对黄洁冰 

的外套发言一事，并非是针对个人及女 

性，而是为维持雪州议会神圣的精神。 

黄瑞林今日是在雪州议长办公室， 

针对有网媒指“黄洁冰对黄瑞林就外套 

颜色发言•事表达不满”的报道，如是 

指出。 

“我的发言不是因为她（黄洁冰） 

是女性，各界不要把这扭曲成性别课 

题，早前我也曾在州议会上指出诚信党 

邓普勒公园州议员莫哈末沙尼的不当穿 
芸 “ 
有o 

须遵循暗色外套衣著规范 

他重申，从本次会议开始，雪州男 

女议员皆须遵循暗色外套的衣著规范。 

“无论是黑色或灰色的外套，抑或 

是浅绿色的连身服装，我都可以接受， 

只要不要穿得像服装表演。” 

他表示，在日后州议会向州议员发 

出的通知信函上，他会阐明州议员需穿 

暗色外套及穿着有礼的条列： 

若不满可提呈动议辩论 

他说，若有州议员对此感到不满， 

可以根据州议会第43项条规提呈动议辩 

论。 

他希望媒体可以把州议会焦点放在 

州政府的发展及表现，而不是将上述课 

题作为头条报道。 

大臣促勿以衣著课题大做文章 

对于议长黄瑞林开腔训斥黄洁冰的 

衣著不符合州议会规范，引起黄洁冰今 

日再透过网媒表达不满一事，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今午在州议会新闻发布会上受 

询此事时认同，议长在此事上秉持的原 

则与决定权。 

他认为，各造不应继续放大议员的 

衣著课题且大做文章，因州议会还有许 

多更重要的事情要辩论和通过，如为雪 

州争取更多投资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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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化種大麻可行嗎? 

2州議員各持己見 
州商业化种大麻树可扩大药用经济价值，并 

制造更多就业机会？ 

土团党而榄区州议员莫哈末赛，今日在州议会发 

表感谢雪州苏丹施政御词时建议，州政府可在而榄圈 

定一片土地，进行大麻树的药用试种计划，除了能提 

振地方上的经济效益，亦可制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有利 

出口 a. 

他强调，建议中的大麻园栽种获得严格管制，不 

容许闲杂人士进出，同时严格监督防止任何大麻外泄 

流人黑市，认为是项可行计划。 

公正党依约区州议员依德利斯以专科医生身分打 

盆指出，据了解国人滥用药物的情况严重，而且轻易便可在市面上买到需由医 

生开出的药物，认为大麻园的计划仍需三思而行。 

莫哈末赛向州 

政府建议种大麻可提 

振经济价值和有利出 

#思汉指出，基于巴生圣淘沙以私人地居多，所以当 

M地发展只能是“零碎式”（peac^meal)和即兴式 

(ad-hoc )，而非依据全面蓝图的发展。 

他在州议会回答圣淘沙区州议员古纳拉加口头询问时坦 

言，上述发展模式造成圣淘沙区欠缺足够的基础与公共建设， 

因此一项长期性的发展蓝图，即2035年巴生地方规划（替代） 

将被参照，确保圣淘沙未来的发展动态，符合州政府打造的宜 

居社区政策。 

政府地设告示牌阻止非法入侵 

对于非法侵占政府地作私人用途，黄思汉表示，州政府在 

政府地设立了告示牌和设围篙，以阻止非法人侵。 

“截至2017年10月，州政府用了10万令吉在2段政府地设 

围篱，若仍发生非法侵占政府地事件，县署及土地局可援引国 

家土地法典第425条文，向涉及者发出通知书。” 

他强调，若涉及者置之不理，土地局及县市议会可援引城 

市及乡村规划（第172号）法令和道路、沟渠及建筑物（第131 

号）法令，执法拆除非法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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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比去年同期少6906萬 

土地稅與單位稅減少 
#州大臣阿米鲁丁披露，州政府 

^截至今年2月28日的土地税与 

单位税（cukai petak )收人为8224万3329 

令吉，而去年同期为1亿5130万7171令 

吉，减少了6906万3842令吉。 

然而，他说，在县署及土地局发 

出土地转换用途征收的地价（premium 
tanah )及附加土地税的5A和7G表格中， 

州政府截至今年2月28日获得了 1亿6073 

万5649令吉，比去年的9744万8466令吉 

增加11%。 

首两个月地价税收高于去年 

阿米鲁丁今日在州议会回答万津 

区州议员刘永山，关于州政府如何加强 

州财政表现的口头附加问题时指出，州 

政府于今年首两个月的地价税收高于去 

年，在于去年上半年为大选时期，人们 

对大选结果抱持不确定性，使得许多发 

展申请都延至下半年才提交和通过，并 

呈现于今年首两个月的成绩单上。 

他透露，在范围较大的县署如八 

打灵县，可收取的土地税税收达80%至 

90%,收取率较弱的是遭积欠的土地 

税。 

“州政府于今年首两个月的本年度 

土地税收达致15%,即每个月有7%至 

8%,若能保持这项速率，则能在年尾达 

致满意税收。“ 

对于伊党昔江港区州议员拿督阿末 

尤努斯提出，基于土地局的系统问题， 

阿米鲁丁：许多人对去年509大选 

的结果抱持不确定考量，因此转换土 

地用途的申请都延至去年下半年，造 

就了州政府今年首两个月在地价收益 

方面比去年同期增加11%。 

就连他本身也无法在原定期限，接获瓜 

冷县署及土地局发出的催收土地税通知 

信。 

瓜冷与灵县土地局 

系统有数据误差 

阿米鲁丁承认，瓜冷县和八打灵县 

的土地局系统有数据误差，因此州土地 

及矿务局正更新资料，这或许导致今年 

土地税税收与去年相差的原因。 

他表示，八打灵县迄今收取了 

34%土地税，相信在电子土地系统 

(e-tanah )机制下，可朝向今年收取 

90%税收的目标。 

我的雪蘭莪房屋遭轉租 
阿茲米占建議嚴懲屋主 

円/ 
Ii I 

生港口区州议 

〖员阿兹米占揭 

露，“我的雪兰莪房屋 

计划”单位竟出现转租 

现象，甚至有屋主把屋 

子转租作为外劳宿舍， 

因此建议州政府严惩这 

些屋主。 

他以位于其选区内 

巴生柏兰镇，于去年人 

伙的阿扎利亚（Azaria) 
公寓为例，有-些屋主 

把房屋单位转租予外 

劳，甚至成为庄附近T 

厂工作的外劳宿舍: 

他强调，尽管在我 

的雪兰莪房屋申请条件 

中，已清楚阐明只能屋 

主自住，而不能转租予 

他人，但还是有屋主对 

这项规定视而不见 

“因此，我建议州 

政府严惩这些违规的屋 

主，以儆效尤！ ” 

州议会今R接纳诚信 

党淡江区州议员沙 

阿里提出，对纽西兰基督城上 

周五发生恐怖袭击清真寺的临 

时动议，经过6名希盟与1名伊 

党州议员的辩论后，议长黄瑞 

林以议会声浪表决通过这项动 

议。 

他于上午时段宣布，基于 

该临时动议涉及公众利益，因 

此接纳沙阿里援引议会常规第 

17 (1)条文的提呈，于议会午 

休后的复会时段，让朝野议员 

进行辩论演词： 

促推行巩固种族和谐政策 

黄瑞林较后宣读获得通过 

的议会议决指出，雪州议会强 

烈谴责向纽西兰两所清真寺发动恐袭 

的恐怖分子行为，造成了包括孩童在 

内的50人死亡： 

“第-，州议会敦促雪州政 

府，推行进-步巩固州内种族、宗教 

与文化之间的和谐政策与活动，推动 

文化交融性质的对话会，以提高社会 

中的互信互重。” 

“第二，善用清真寺、祈祷所 

和其他宗教膜拜场所的功能，作为传 

播和平与亲善信息的平台，消除对其 

I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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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宗教和友族的深厚偏见。” 

大臣：恐袭是残忍行为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总结 

议员动议时指出，人们不应将 

恐袭行为限定于某个种族或宗 

教，因这些恐袭被认定为精神 

失常和极端思维所为，肇祸者 

因来自于对某种信仰的沉溺无 

法自拔，最终演变成恐怖的暴 

力行为。 

n± 他谴责基督城的恐怖袭 

击，乃有违人性的残忍行为， 

该凶徒的行为超乎人类想象， 

给社会带来了重大伤害和影 

响a 

他强调，任何宗教都不鼓 

吹暴力行为，举例巴生不久前 

发生把拿督公神像置于穆斯林祈祷 

所，而引起的宗教争端，真相为一名 

疯癫人士所为，但那些在社交媒体上 

对此事大肆留言和批评的网民，看在 

他眼里其实也是疯癫之人。 

参与辩论朝野议员，有美丹花 

园州议员三苏菲道勿斯、昔江港州议 

员拿督阿末尤努斯、甘榜东姑州议员 

林怡威、中路州议员莫哈末法克鲁拉 

兹、万津州议员刘永山和邓普勒公园 

州议员莫哈末沙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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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與巫統結盟不背棄伊黨" 

莫哈末沙尼嘲諷阿末尤努斯 

#盟诚信党邓 

普勒公园州 

议员莫哈末沙尼公然嘲 

讽伊斯兰党昔江港州议 

员阿末尤努斯宁可与 
“贪污的政党”、“偷 

窃人民的钱的政党” 

(意即巫统）结盟为 

友，都不背弃伊党。 

他语带不屑地说， 

以前他是与阿末尤努斯 

是属于同一政党，如今 

他跳槽至另一个政党， 

并建议掌管雪州青年、 

体育发展及人力资本发 

展事务的行政议员凯鲁 

丁推行一些类似“憎恨 

毒品”、“憎恨贪污” 

的运动 

莫哈末沙尼 

高吭声量打岔 

他的大动作和刻 

意提高声量和“激动” 

的语调，顿时逗得众 

人开怀大笑，凯鲁丁也 

笑不拢嘴说：州 

政府可以一起向 

毒品和贪污“宣 

战”，并且已与 

国家反毒机构 

(AADK )开会 

讨论有关事宜。 

莫哈末沙尼 

是在凯鲁丁回答 

伊斯兰党昔江港 

州议员阿末尤努 

斯的口头提问时 

段，突然以高吭 

的声量打岔时， 

如是指出。 

此外，雪州议长 

黄瑞林训斥巫统新科士 

毛月区州议员査卡利亚 

在附加提问发言时，必 

须称呼回答问题的行政 

议员凯鲁丁为 “ Y a n g  
berhormat"，而非简称 

为“YB”，并-再提 

醒査卡利亚，当议长发 

出指示时需听取，而非 

置之不理，滔滔不绝地 

凯鲁丁指出，州政府今 

年将策办更多人文发展运动， 

并把焦点定在青年、少年、社 

区人民与妇女身上，同时也将 

举办雪兰義就业展（Selangor 
Job Fair j ) s 

说下去。 

雪州议会会议进入 

第二天，多名州行政议 

员已在上午时段，回答 

了总共14道由州议员提 

出的口头提问；至于下 

午的雪州苏丹施政御词 

的辩论演词时段，议长 

黄瑞林则限制词只有5 

名州议员，可以各别在 

50分钟内发表谈话。 

希 
盟行动党新古毛州议员李继 

香感谢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关 
森李 
林鄉 

保M 
口刀；,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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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国能在霹雳打巴、彭亨文冬再横越 

乌雪县森林保留地进行的高压电缆T 

程，避免该工程可能会对森林、瀑布 

与河川的保育带来危害。 

她感谢苏丹施政御词时说，该项 

500kv的大型电缆工程，原本是建在占 

地约65公顷的上述路径，并途经吉林 

河（Sg Chilling )吉罗鱼养育区中央， 

惟经过国能同意绕道后，不再经过有 

关河溪。 

她指出，由于渔业局曾于去年 

9月24日致函能源科艺环境部副部长 

依斯纳莱沙，以抗议原有的路径将砍 

伐树木和破坏森林原貌，后者也前往 

勘察，并建议更改原本已经批准的路 

线，这不啻为一项喜讯。 

她希望州政府能严厉管制和确保国能有遵守 

各种附带条件，必要时发出停工令，确保森林保 

留地获得妥善的保护。 

雪兴建焚化炉合时宜 

与此同时，她对州政府将在州内兴建焚化 

炉深具信心，对认为这项计划不会危害人类的健 

康。 

她说，这项在而榄建造并斥资10亿令吉的计 

戈IJ，对州政府利多于弊，只是州政府不仅需要兴 

建焚化炉，也要有更完整的方案来减少垃圾量。 

她说，雪州是先进州，兴建焚化炉是合乎时 

宜，更何况州内有很好的行政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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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來賢：已支付2公司1255萬 

3911據點提供WiFiSS 
(沙亚南2 0日讯） 

掌管雪州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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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去年 

已支付马电讯（Telekom 
Malaysia Berhad )与天地 

通（Celcom ) - •笔 1255万 

1601令吉29仙的开销，作 

为在州内3911个据点提 
供“精明雪兰莪宽频” 

(WiFi Smart Selangor 或简 

称WiFiSS )用途。 

他说，州政府目前是 

委任上述两间公司为“精 

明雪兰莪宽频”的营运管 

理单位，以提供服务。 

他回答巫统双武隆区 

州议员拿督一.苏丁的口头 

提问时说，马电讯是主要 

的营运管理单位，它共装 

置了多达3390个据点，合 

约期是长达5年，即从2015 

年7月6日至2020年7月5日 

为止。 

他说，至于-些马 

电讯没有互联网设备的地 

区，则交由另-家电讯公 

司，即天地通负责管理， 

后者是从2015年起以按月 

付费方式提供有关服务， 

其所提供的服务据点是521 

个。 

他说，州政府将在确 

定营运公司在指定的据点 

装置AP (或热点）后，才 

会支付费用给有关公司， 

并按月通过有关公司报告 

的AP数据来鉴定工作。 

他说，州政府是透过 

雪州大臣机构来委任上述 

两家电讯公M]，遴选条件 

包括能在现有场所提供基 

建服务、宽频的覆盖率、 

具有最高的回酬及有能力 

在3个月内为2500个据点提 

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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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2016年投資額達78億 
部章欽：創1萬6427就業機會 

(沙亚南20日讯）掌管雪州投资、 

工商及中小型工业事务的行政议员拿 

督邓章钦披露，雪州于2016年吸引了78 

亿8100万令吉的投资额，包括45亿2912 

万令吉的国内投资和33亿5154万令吉外 

资。 

他今日在州议会回答国阵乌鲁安 

南区州议员拿督罗斯妮的口头提问时透 

露，州政府于2016年批准了上述投资额 

的共242项制造业项fl，为雪州人民制 

造了 1万6427个工作机会a. 

“州政府重视的5大工业领域为电 

子与电机、交通运输工具、生命科学、 

餐饮业和机械与器械，同时注重电子商 

务、生物科技、航空航天和清真工业领 
域。” 

他对罗斯妮要求2016年的投资额数 

据感到费解，因这已属于旧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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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章欽：烏雪縣會致力吸引外資 

專注發展 武吉柏裔東 
桃源嶺 

(沙亚南20日 

讯）掌管雪州投 

资、工商及中小型 

工业事务的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指 

出，乌鲁雪兰莪县 

议会已在2020年乌 

鲁雪兰莪县地方发 

展蓝图中，冻结双 

文丹与双溪布雅一 

带的发展地段，并专注于武吉柏仑东或桃源岭的发 

展。 

他回答希盟土团党峑冬加里州议员哈鲁麦尼的口头提问 

时说，该县议会优先处理武吉柏仑东与桃源岭面对的各种问 

题，并从2006年起采取各项努力和计划，以吸引外资和当地 

产业持有人在武吉柏仑东投资，从而促使该地区的发展可与 

该县署范围的其他市镇并驾齐驱。 

特易购武吉柏仑东设仓库 

他说，为了使武吉桕企东成为主要的地标（anchor 
utama )，特易购分销中心（TESCO DISTRIBUTION )已在面 

积宽达50英亩的地段上开设大型的的重新包装仓库。 

“同时，为吸引武吉柏仑东的居民投人商业活动，该县 

议会也于2011年邀请特易购在桃源岭开设仓库。” 

他说，大马皇家警察也接管桃源岭的安曼学院，并将它 

改为警察训练中心。 

此外，从2006年至今，该县议会也顺应教育部在第十大 

马计划下的指示，批准在武吉柏仑东或桃源岭两所小学与1 

所国民型中学。 

他指出，此外，1所华小与1所淡米尔小学已在武吉柏仑 

东开课，而该城镇也建有警局与消拯局，其中消拯局也等待 

时机全面开放。 

他说，该县议会也正与政府机 

构，如卫生部与教育部配合，以便 

为武吉柏仑东或桃源岭的居民提供 

各种便利。 

外资开始进驻桃源岭 

他说，该城镇的商业活动 

也蓬勃，在嘉斯敏路（ J A L A N  
JASMINE )，有98%的T业地已经 

兴建了工厂，其他丁业区分别是坐 

落在肯纳格路、武吉柏仑东甘文丁 

路、斯罗嘉路与罗斯路，桃源岭也 

开始有外资进驻。 

他说，该城镇也成为第二国产 

车、宝腾与陈昌（日产）投资设厂 

的首选据点。 

他说，也从第二国产车至桃 

源岭兴建一条直接车道，随着该路 

段通车，它也让桃源岭居民拥有一 

条可以直至前往双溪布雅的替代路 

段，而不只是使用武吉柏仑东收费 

站Q 

他说，第二国产车也联合UMW 

发展公司，兴建一条从桃源岭至双 

文丹的衔接路段，它可直接贯通和连接至万挠的宾达山路 

(J ALAN PINTASAN RAWANC ) 0 

UMW宇航工厂拟迁至双文丹 

他说，州务大臣已在2019财政预算案拨款中，阐明双文 

丹地区，包括武吉柏仑东或桃源岭为宇航业发展的地区，而 

UMW宇航也投资设厂，兴建空中巴士与相关引擎机件，该集 

团也计划将他们的工厂从沙亚南搬迁至双文丹。 

他说，这项发展也为上述城镇带来很高的经济效益，并 

有助于刺激该地区的产业。 

邓章钦指出， 

乌鲁雪兰莪县议会 

专注于推动武吉柏 

合东或桃源嶺的发 

展，并致力于吸引 

外资进驻，从而促 

使该地区的发展可 

与该县署范围的其 

他市镇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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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茲漢：各自單位處理民生 

州政府不設新巡查隊伍 
(沙亚南2 0日讯） 

掌管雪州基本建设、公共 

设施、农业现代化及农基 

T.业事务的行政员依兹 

汉说，鉴于各地方政府已 

有各自的单位处理人民对 

基本设施的投诉，因此州 

政府不会设立新的巡査队 

伍，处理相关投诉。 

他说，现阶段已有雪 

州公共工程局及各地方政 

府属下的多个单位对基本 

设施投诉采取行动，而精 

明雪州传递单位也成立了 

雪州精明回报系统，统-

人民对道路路坑的投诉问 

题。 

他表示，因此，州 

政府不会对此设立巡查队 

伍，特别对人民的投诉采 

取行动。 

欧阳捍华是鉴于现今 

有许多不同的投诉管道， 

政府是否会能设立新的系 

统，让州政府可主动先采 

取行动，解决人民的投 

诉，而提出相关提问。 

依兹汉是在回答行动 

党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 

捍华上述的提问时，如是 

指出。 

投
诉
。 

府
不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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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漢：對地方申請 

縣市議員擁最終決定權 

0
(沙亚南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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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议员黄思汉强 

调，雪州政府 

从2008年执政以 

后，便落实国州 

议员不能兼任地 

方政府县市议员 

的权力分立原 

则，因此，国州 

议员只能以观察 

员身分列席地方 

政府会议，由州 

政府委任的县市 

议员，对地方上 

的申请才拥有最 

终决定权。 

他今日在雪 

州议会回答公正 

党依约区州议员依德利斯的口头提问时 

指出，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第171号法 

令）第23条文阐明，所有地方政府会议需 

对公众和媒体开放，除非该地方政府有其 

他议决。 

朝野代议士须沟通为民解困 

“房地部于去年11月21日的一封函件 

中，促请全国地方政府允许和鼓励国州议 

员以观察员身分出席地方政府会议。. 

雪州政府欢迎房地部长祖莱达的指 

示，但还是需根据特定条款行事。” 

黄思汉指出，了解到人民代议士是反 

映民意的重要角色，州政府议决让每个地 

方政府同包括反对党的朝野人民代议士， 

进行定期的双向沟通活动，以强化现有机 

制，讨论和寻策解决国州议员选区内的民 

黄思汉：国州议 

员虽不可对地方政府 

会议上讨论的地方申 

请事项给予决策，但 

可通过各党或友党县 

市议员提出见解： 

生问题。 

他强调，州政府秉持开放与包容态 

度，采取更全面性的方式，让人民代议 

•i能更积极参与地方议题，但国州议员不 

能对县市议会的会议作出决策，鼓励人民 

代议士通过本身政党或友党的县市议员反 

映。 

依德利斯在附加提问时指出，若州议 

员只能列席地方政府会议，无法有效解决 

地方上的民生问题，如一个地方政府若有 

意通过在住宅区附近设立工业区的议决， 

对居民造成的影响甚于县市议员，询问州 

政府是否能修改地方政府会议的规定，以 

便州议员能更有效参与地方政府决策。 

他并提及，我国在独立初期的地方 

议会，有一半乃官委和一半由地方选举产 

生。 

认同扩大州议员决策范围 

黄思汉回答时说道，雪州支持地方政 

府选举，但仍在等待房地部决策，房地部 

目前进行了多项工作坊进行探讨，唯只要 

房地部仍未对地方政府选举颁布正式决策 

和修改法令，州政府将维持现状。 

“我认为国州议员可对地方上的任何 

申请，自由提供意见和建议，但最终决定 

权在地方政府和县市议员。，我同意扩大州 

议员在地方政府决策的参与范围，但一切 

需通过正确管道。” 

对于诚信党摩立区州议员哈斯努要 

求，把州选区协调官也列人地方政府会议 

的观察员，他表示可以考虑。 

对于巫统乌鲁安南区州议员拿督罗 

斯妮赞赏乌雪县议会主席，邀请朝野州议 

员出席县议会会议，为落实制衡原则的体 

现，黄思汉给予好评，并要求罗斯妮化为 

行动，协助向国阵执政的彭亨与玻璃市州 

政府传达，亦能邀请反对党议员出席地方 

政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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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 
蒂玛丽亚早前接受 

《星报》专访时指 

出，新医院将针对M40群体的 

的中等收人病患，而占约100 

万人口的B40群体则可以通过 

健康关怀计划（Skim Peduli 
Sihat )和雪州心脏治疗计 

划(Skim Rawatan Jantung 
Selangor )，前往有关医 

院进行治疗。 

她补充，5所医 

院将分别建在万挠、 

雪州哥打白沙罗、沙 

亚南、鹅唛及瓜雪。 

RMWANO liaiL^ , ！ 

mmm 1tT^T i. 1 1  

\\\ \\\ i-

万挠医院分为8层高的主楼和11层高的塔楼，设有267张病床。 

-茜蒂玛丽亚：州政府许诺在5年内，建立5所医院来应付日益增 

加的病患。 

(八打灵再也20日讯）随 

着雪州人口在近年激增，州政 

府决定在境内再兴建5所医院， 

以应付州内病患的需求。 

掌管雪州卫生、福利及加强妇 

女与家庭事务行政议员茜蒂玛丽亚 

表示，由于人数不断增加，导致医 

院面临“病床不足”，同时患者也 

因医院的空间不足而无法舒适的休 

息。 

因此，州政府通过雪州 

发展机构的子公司，即Selgate 
Corporation ,计划在5年内建立5所 

医院。 

萬燒新醫院料12月完工 

/fr于万挠的医院将预先建设，预计在今年12 

I!月完工，明年启用；一旦2023年完全竣工 

后，该医院将设有267张病床。 

哥打A沙罗的医院将位于八打灵再也雪兰莪科 

学园3区，占地1.46公顷，该医院将会设有150张病 

床。这家医院将是一家拥有妇女和儿童中心的社区 

医院。 

位于沙亚南的U13区Preinct 10的实达阿南Selgate 
医院将占地4公顷，该医院将会设有160张病床。 

位于鵝唛崙都甘榜斯里马目的鹅唛Selgate医院 

将占地0.9公顷，该医院就设有150个病床。 

至于瓜雪的医院，将占地3.23公顷，这地方将 

连接了往霹雳州安顺和雪兰莪州加埔的联邦公路， 

方便居民上下看诊。 

根 
据数据显示， 

在2014至2018年 

期间，雪兰莪州政府诊所 

(Klinik Kesihatan )就诊人数 

已增加了 145万，即2014年为 

419万，而2018年为564万。 

“这些医院将提供多 

项服务，如产科、妇科、儿 

科、整形外科、普通内科及 

雪政府診所4年增145病患 
普通外科，不会有治疗癌症 

的专科屮心。“ 

此外，茜蒂玛丽亚表 

示，当局计划扩大巴生河流 

域的普通诊所（GP)网络。 

她也补充，糖尿病、高 

血压及缺血性心脏病等非传 

染性疾病已日益严重。 

“这些疾病与我们的生 

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当人 

们摄取健康的饮食以及把坏 

习惯都改掉（戒烟）时，这 
些疾病就可以获得预防。” 

公衆應提升健康意識 
t蒂玛丽亚意识到公众缺乏健康意 

_识，才导致病患与日俱增，所以她 

建议人们必须从小开始改变对健康不利的行 

为。 

她也以“预防是开启健康的必备钥匙”劝 

告民众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西蒂瑪麗亞：紆解病床不足 

雪5年内霣建5醫院 

新
醫
院
惠
及
中
等
收
入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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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撃環境污染犯罪 

——沒有無關的旁觀者 

2014 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进行 

暑假研究生交换。我选修了 

-门可持续发展课，主要围绕中国的环境经济 

学和丁业治理机制展开讨论。那时正值大陆-线 

城市皆面对严重的雾霾空污问题，棘手且挑战巨 

大，但随着政府大刀阔斧，不断增强环境监管体 

系，包括2015年颁布大修后的《环境保护法》， 

此举从今天看回，中国城市的细悬浮微粒PM2.5 

平均浓度已有所下降。 

中国的治霾经验告诉我们，空气素质取得初 

步改善，关键在于政府强大的政治决心和坚定的 

集体执行意志，而这正是马来西亚当前所缺乏。 

从柔佛巴西古当金金河毒废料污染、遍布雪州滨 

海地区的非法洋垃圾厂，以至吉隆坡市内方圆1 

模式，如把非法丁 I '建在农地住宅地，大量征用 

非法外劳，从不投资进行技术升级，也不愿登记 

参与丁厂漂白计划，有者更没有做好防范污染的 

工作，任意把固体废料倾倒在非法垃圾堆：、最悲 

哀的还是官商勾结，互相包庇。 

如今金金河毒废料污染发生之后，各造相继 

推卸责任，其实也已于事无补。惟有痛定思痛， 

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尽可能减低同类事故再发 

生的机率，而非最后又是不了了之。 

为了确保所有厂商日后将依法履行责任，并 

阻断具有高污染和高风险的落后工业从其他国家 

转移我国，政府在改善环境污染上必须有更清晰 

的愿景和具体产业政策，把所有规范和标准说明 

清楚，哪些产业该留或不该留，以及厂商在每年 

更新执照前，从区域性的空气污染指数和污水处 

理监控，细至工厂内的污染物排放削减率、废水 

废气再利用率等，皆应施予严密考核指标，且所 

有数据必须公开透明。同一时间，提供本地厂商 

技术支持或税务豁免，以便在2至3年的调整期内 

进行技术升级。大限之后，就该当执法从严: 

最后，政府应该扩大民众在环境治理的参与 

度，以让民众成为国家的眼睛，发挥集体监督力 

量。在社交媒体发达的年代，各部门应敢于面向 

民众，而非抗拒并排斥来自民众的投诉，提供民 

众传播的信息管道必须更加多元，投报程序也应 

以轻而易举完成为首要考量。没有民众的参与， 

打击环境污染犯罪只会事倍功半。毕竟，守护自 

己的家园，人人有责，绝对没有无关的旁观者。 

丁傑隆 
雪州安邦再也市议员 

海地区的非法洋垃圾厂，以至吉隆坡市内方圆1 

公里被揭发出现多达9家违例洋灰厂，不禁让人 

深思，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下，造 

成我们在国土安全和环境保护上如此脆弱？ 

污染事故普遍出自人为，但人民怕惹事而不 

愿主动揭发，是助长违法业者肆无忌惮的主因。 

事实上，许多污染源头，可能就在社区周遭发 

生。从最普遍的非法乱丢垃圾、公开焚烧、非法 

倾倒建筑废料、贪图方便的饮食业者在没有安装 

滤油器下把厨余和废油倒人沟渠，到非法采砂、 

畜牧业和种植业者没有妥当处理污水，制造业下 

厂没有做好废水废气的处理，都足以导致环境遭 

受污染。 

第二，官僚主义作祟，体制监管出现疏失 

和滞后。然而，每每发生事后，却又鲜少有人遭 

到纪律处分，其实都在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譬如非法工厂林立，这类庞然大物不可能视而不 

见，尽管不符合土地使用分区（zoning)，污染 

和噪音深深影响着附近居民，却总能在地方政府 

的酌处权掩护下取得临时建筑用途转换许可或营 

业执照。 

第，，厂商贪婪和寻租性腐败。在马来西 

亚，某些人在生意上的成功，其实和自身实力并 

无直接关系，而是透过行贿、剥削劳工、乃至破 

坏生态环境的方式取得。特别是那些从事资源回 

收和固体废料处理业者，惯常使用低成本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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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工藝城及和諧花園 

獲王建民撥款建巴士站 
(加影20日讯）加影 

工艺城第3区及和谐花园 

(Taman Harmony )获得万宜 

国会议员王建民拨款2万令吉 

增建全新巴士站，居民无需 

再饱受日晒雨淋候车。 

上述2个巴士亭分为位 

于3/20路或威斯达柏兰岭组 

屋(Pangsapuri Vista Perdana 

)前，以及5/8路或M座组屋 

前；有关工程已于两周前完 

工。 

川行上述地点的巴士是 

T460号的捷运巴士，途经国 

中学校、Mydin商场、加影健 

康诊所、加影体育馆捷运站 

等等。 

今年撥百萬維修逾200巴士站 

王 
•建民的助理丘钦瀚指 

-出，国会议员接获当 

地居民兴建巴士站的建议，因此 

去年拨款建造巴士站。 

也是加影市议员的丘钦瀚 

指出，市议会在去年12月的财政 

会议上宣布，该议会今年会拨款 

100万令吉，作为维修所有管辖 

范围内巴士站的费用。 

他估计整个加影设有超过 

200个巴士站。“很多巴士路线 

川行范围都没有巴士站，但市议 

会都没有预算来兴建巴士站。” 

“既然如此，国会议员服务中 

心希望能够和市议会互相配合， 

市议会必须更关注卫生管理。“ 

丘欽瀚：居民可提供興建巴士站地點 

丘 
钦瀚今日在新闻发布 

-会上指出.该服务中 

心今年将会兴建很多巴士站，因 

此欢迎选民和居民提供建议地 

点。 

和谐花园居民协会主席奥 

斯曼指出，该花园共有1430间住 

家，自从有了捷运巴士后，许多 

居民都弃车转搭巴士。 

S 
丘 

钦瀚说，加影市 

王建民拨款2万令吉，在加影工艺城第3区及和谐花园增建全新巴士站。左 

起是丘钦瀚、莫哈末苏克里、诺兹哈和奥斯曼^ 

议会今年在园艺 

休闲公园方面的拨款预算 

仅有30万令吉，无法做出 

很多发展。 

莉莉：萬宜國會選區料建20巴士站 
影市议员莉莉指出，在还 “我们也将会与思大（UCSI) 

艺城区会主席莫哈末苏克里、工艺 

城第一区居民协会主席拿督诺兹哈 

和丘钦瀚的助理李文彬。 

和谐花园外有了巴士站，乘客不必再日晒雨淋等巴士:: 

1=1 

作 
興 
m 
大 
型 
發 

“预算都主要用在卫 

生和固体废料管理，共有 

4000万令吉，而工程预算 

为1500万令吉。” 

他说，市议会在进 

行大型工程时并没有能力 

承担费用，因此接下来如 

果有大型发展项目，都有 

赖于当地发展商合作发展 

该区，并将之作为条件之 

以协助市议会进行地 

方上的发展。 

加 |未兴建巴士站之前，有关 

候车地点仅设巴士杆，乘客被迫日 

晒雨淋等巴士 ：， 

“不仅这区，很多地方如锡米 

山、加影英达等地都没有巴士站， 

学生、老人候车都唯有顶着烈日骄 
阳。” 

她披露，国会议员办公室计划 

在今年内会在万宜国会选区内建造 

20个新巴士站，拨款数额预计达到 

20万令吉 

合作，让该大学学生设计巴 

士站，目前所设定的巴士站 

地点为锡米山（3个）及第7区 

(2个），预计今年7月逐步动 
X0 “ 

莉莉说，该办公室接下来 

也会推行亲民计划，预计1至2 

个月内会在加影拉也花园建设 

跑步道，以及为加影再也花园 

兴建_ •座羽球场。 

出席者包括诚信党加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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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會撥款委承包商維修 

安邦太子園塌溝修復 
(安邦M日讯）安邦太 

子园茉莉花1路(Jalan Bunga 

Melur 1 )长期有大型罗里停 

泊在沟渠边，沟渠最后抵不 

住重型罗里的重量而在两个 

月前倒塌，基于新年刚至而 

市议会的财务尚未稳 

定的情况下而拖延了 

修复工程 

经过一些居民及 

居协向蔡耀宗市议员 

要求协助下，市议会 

终于在3月份拨出款项 

委任承包商进行维修 

工程。 

安邦太子园茉莉花1路的沟渠 

之前因长期遭到大型罗里停靠在 

旁，以致无法承受重量而坍塌。 

工程预算约2万 

莲花苑州议员黎 

潍福日前在市议员蔡 

耀宗及投诉组主任丘 

健生陪同下巡视了有 

关施T.的地点，黎潍 

福透露有关工程由市 

议会以小型工程拨款 

的方式委任承包商， 

工程预算约2万令吉。 

黎潍福表示，莲 

潍昌（左后）等人巡视已修复的沟渠。 

花苑州议员服务屮心收到不少居民针对水沟 

倒塌的投诉，而这些投诉都…•的记录在 

投诉系统及都已向市议会报备，无论如何， 

这些有关水沟倒塌的投诉都需要时间安排拨 

款，才能进行修复丁程。 

他呼吁民众若遇到这些问题后，可以直 

接向市议员、服务中心，以及他本人投诉， 

但是他要求居民在投诉后给予•些时间让他 

们及市议员去处理程序上的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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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 

南20曰讯）掌 

管雪州地方政 

府、公共交通 

及新村发展事 

务的行政议员 

黄思汉指出， 

为提升地方政 

府传递系统的 

表现，州政府 

议决让市政厅 

拨款300万令 

吉，以及市议 

会拨或100万令 

吉推行社区活 

动。 

他说，该 

活动k"在提局 

社区人民参与 

活动，因此， 

江展开社区活 

动时，地方政 

府必须采用人 

民的意见。 

盼能不时召 

开市民会议 

他是在回答诚信党双溪 

拉玛区州议员玛兹旺提出州 

政府是否会规定地方政府长 

期召开市民会议的提问时， 

如是指出， 

他说，安邦再也市议 

会、沙亚南市政厅在2018年 

已对2019财政事宜召开市民 

会议，士拉央市议也和市议 

员一起召开市民会议，而其 

他地方政府亦有举办“会客 

日”，让市民有机会对地方 

政府的服务做出投诉及给予 

建议。 

他也说，玛兹旺的建 

议非常不错，地方政府将会 

做出努力，不时召开市民会 

议。 

0
地
方
政
府
將
推
行
社
區
活
動 

黄
思
漢
：
州
政
府
撥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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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20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说，“人民补习中心”计划今年将会扩大， 

如把参与的学生人数从原有的6000人增至1万 

人，以及除了原有的4项科目（国文、英文、 

数学及历史），该计划将会增加教导地理科 

目。 

他是在回答公正党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 

的口头提问时，这么表示。 

参与学生SPM表现不错 

他说，根据近5年内的成绩记录，参与有 

关计划的学生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 ) 
的科目及格率表现不错，而国文及历史科目 

的及格率对比不及格率来得多。 

“有19.5%的学生在历史科目考获A� 
27.2%考获B�30.9%考获C�31.4%考获D以 

及19%考获E及G�” 

“在国文科方面，考获A的有36.3%�考 

获B有37.4%�考获C的有18.3%�考获D以下 

的则有7.5%的人数。” 

他指出，该计划原先是各州议员的服务中心官员负责协调，而 

如今是由学校委派的官员在各州议员的服务中心负责协。 

蔡伟杰提出如何核实参与该计划的学生家庭背景时，阿米鲁丁 

说，除了根据校方提供的学生家庭薪金资料筛选出有需要的学生之 

外，在相关科目较为差劲的学生也获参与补习计划。 

阿米鲁丁： “人 

民补习中心“计划今 

年将会扩大，把参与 

的学生人数从原有的 

6000人增至1万人， 

以及增设教导地理科 

目饭 

人
民
補
習
中
心
將
擴
大 

大
臣
：
增
學
生
人
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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