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h Alam: Bekalan air di semua em-
pangan dan kolam takungan di Selangor
mencukupi untuk menghadapi musim ke-
marau yang dijangka berlarutan sehingga
bulan depan.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bekalan air di empangan dan kolam ta-
kungan masih pada kadar 80 peratus dan
dijangka cukup untuk menampung per-
mintaan selama tiga bulan.
“Seperti pengumumanMenteri Air, Tanah

dan Sumber Asli, Selangor tidak berdepan
risiko catuan sebagaimana beberapa negeri
yang diumumkan.
“Secara keseluruhannya, takungan di tu-

juh empangan negeri dalam keadaan baik
dan mampu menampung keperluan Loji
Rawatan Air Air (LRA) dan permintaan
semasa 4,800 juta liter sehari (JLH).

Selangor
cukup bekalan
walaupun
tiada hujan

Mampu bertahan
“Pelaksanaan Operasi Pengepaman Air Ko-
lam (OPAK) dan Off-River Storage (ORS) juga
membantu kekal kapasiti air yang diper-
lukan jika berlaku kemarau panjang dalam
tempoh sebulan dua ini dan mengikut ka-
pasiti yang ada kita dapat bertahan sehingga
tiga bulan walaupun tiada huja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pada pem-

berita selepas Majlis Perhimpunan Bulanan
Jabatan-JabatanKerajaanNegeri Selangor di
Dewan Jubli Perak, di sini.
Yang turut hadir Setiausaha Kerajaan Ne-

geri, Datuk Mohd Amin Ahmad Ahya; Spe-
aker Dewan Negeri Selangor, Ng Suee Lim
dan Pengarah Lembaga Urus Air Selangor
(LUAS), Datuk Hashim Osman.
Amirudin berkata, Operasi Pembenihan

Awan akan dilakukan di kawasan tadahan
dan lembangan sungai apabila kapasiti em-
pangan menurun di bawah 60 peratus.
Sementara itu, pada majlis dianjurkan

LUAS itu, turut dilancarkan secara rasmi
LUAS Intelligent Support System (LiSS).
Hashim berkata, LiSS adalah sistem yang

dapat mengukur tepat kedudukan air di
empangan mula digunakan tahun lalu.
“Ia mengawal pelepasan air dari empa-

ngan dan jika Air Selangor melepaskan air
melebihi had, kita akan terus maklumkan
kepada mereka.
“Pelepasan air di empangan dilakukan

mengikut keperluan, justeru pada tahun
lalu kita dapatmengawal air pada sekitar 95
ke 100 peratus,” katanya.

Bekalan air
di empangan dan
kolam takungan
masih pada kadar

80 peratus dan dijangka cukup
untuk menampung permintaan
selama tiga bulan”

Amirudin Shar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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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kilang haram degil diarah tutup
Kerajaan

negeri perlu
kerjasama agensi
potong utiliti
premis terbabit

Oleh Rafidah Mat Ruzki
fidahruzki@nstp.com.my

Shah Alam

Sebanyak 51 daripada 99 ki-
lang haram yang sudah me-
nerima notis penutupan

masih ingkar dan terus berope-
rasi di Selangor walaupun kera-
jaan negeri bersama agensi ber-

-

kaitan giatmenjalankan penguat-
kuasaan.
Pengerusi Jawatankuasa Tetap

Kerajaan Tempatan, Pengangku-
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pung Baru, Ng Sze Han, mem-
beritahu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sebelum ini 107
kilangharamdikesanberoperasi di
enam kawas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di negeri itu.
Beliau berkata, 48 daripada 99

kilang haram itu sudah ditutup
sepenuhnya.
“Namunmasih berbaki 51 kilang

yang dikesan ingkarmematuhi no-
tis yangdikeluarkanpihakpenguat
kuasa.
“Kerajaan negeri memerlukan

kerjasama agensi untuk memo-
tong utiliti kilang terbabit.
“Cara yang paling berkesan un-

tuk menghentikan operasi kilang

haram ini ialah denganmemotong
bekalan air dan elektrik, seperti
tindakan penguatkuasaan yang di-
laksanakan di Kuala Langat.

Ng Sze Han

Perlukan kerjasama
“Kerjasama Suruhanjaya Perkhid-
matan Air Negara (SPAN) dan Su-
ruhanjaya Tenaga diperlukan bagi
bersama-sama membanteras ki-
lang haram sepenuhnya,” kata-
nya.
Sze Han berkata demikian men-

jawab soalan Leong Tuck Chee
(DAP-Pandamaran) mengenai sta-
tus kilang haram di negeri ini.
Pada masa sama, Sze Han (DAP-

Kinrara),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komited melaksanakan penguat-
kuasaan terhadap kilang haram
termasuk mengambil tindakan
mahkamah dalam enam kes,
membabitkan kutipan denda

RM389,000 dan hukuman sehari
penjara.
Katanya, antara Julai 2018 hing-

ga Februari tahun ini,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sudah menga-
mbil tindakan terhadap 127 kes
termasuk 50 kes yang disyorkan
dibawa ke mahkamah, sekali gus
membuktikan komitmen kerajaan
negeri dalam membanteras ma-
salah kilang haram.
“Menjawab soalan tambahan Dr

Idris Ahmad (PKR-Ijok) berkaitan
isu rampasanhakmilik tanahyang
disalahgunakan, kerajaan negeri
turut mengeluarkan tiga notis ke-
pada pemilik tanah terbabit.
“Sebagai contoh, dalam kes di

Kuala Langat, pemilik kilang diberi
Notis 7A, 7Bdan8A, sekiranya tuan
tanah masih gagal memulihkan
tanah seperti yang diarahkan, tin-
dakan lanjut diambil,”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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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waida Md Zain
s u kan t eam @ n s t p . co m. my

Shah Alam: Kep emimpinan ,
sumbangan serta mempu-
nyai kemahiran dalam pel-
bagai jenis sukan adalah kri-
teria yang diambil kira bagi
pencalonan Anugerah Sukan
Negeri Selangor 2018.

Exco Pembangunan Ge-
nerasi Muda & Sukan dan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Mohd Khairuddin Othman
berkata, kesemua atlet ma-
sing-masing empat calon
Olahragawan, empat calon
Olahragawati, empat calon
Olahragawan Harapan dan

empat calon Olahragawati
Harapan akan dipilih ber-
dasarkan kriteria itu.

“Kriteria pertama dari segi
kepimpinan, kemudian
sumbangan mereka dalam
sukan terbabit dan kebole-
han mereka dalam mengen-
dali pelbagai sukan. Ber-
makna, tidak hanya khusus
pada satu sukan sahaja. Ini
antara perkara yang kita li-
hat .

“Antara calonnya adalah
atlet pencak silat negara,
Muhammad Faizul M Nasir
bagi kategori Olahragawan,

Amy Kwan Duct Weng iaitu
atlet gimrama negara serta
pelumba basikal negara, Alif
Aiman Safuan,” katanya .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pada sidang media bagi pe-
ngumuman Majlis Anugerah
Sukan Negeri Selangor
(ASNS) 2018 di Majlis Sukan
Negeri Selangor, Seksyen 7
di sini, semalam.

Mohd Khairuddin berkata,
ASNS 2018 itu akan disem-
purnakan oleh Sultan Se-
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i Dewan Per-
dana, Hotel Grand Bluewave,

Shah Alam pada 28 Mac ini.
“ASNS 2018 dianjurkan

sebagai tanda penghargaan
kerajaan negeri kepada in-
dividu serta kumpulan ber-
kenaan atas jasa perkhid-
matan serta kepimpinan ke
arah kemajuan sukan Se-
langor .

“Penganjuran tahun ini
juga sebagai tanda penghar-
gaan kerajaan negeri kepada
penggiat sukan yang meng-
harumkan negeri di pering-
kat kebangsaan dan anta-
rabangsa .

“Seramai 81 atlet sudah

dianugerahkan dengan
olahragawan dan olahraga-
wati sepanjang ASNS ini di-

adakan bermula dari tahun
1975 sehingga tahun 2017,”
katanya .

>>ASNS 2018 akan disempurnakan
ole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aringan ketat pilih atlet terbaik Selangor

KHAIRUDDIN (kanan) pada sidang media majlis ASNS 2018,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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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dakan tegas akan dikenakan terhadap individu 

Sisa industri cemari 
bertanggungjawab 

Sungai Klang 
Oleh MOHD. YUNUS YAKKUB 

SHAH ALAM - Tindakan 
tegas akan dikenakan ter-
hadap individu yang ber-

tanggungjawab membuang sisa 
industri ke dalam Sungai Klang 
di Jalan Klang Lama, Kuala 
Lumpur di sini kelmarin. 

Menteri Wilayah Persekutuan, 
Khalid Samad berkata, ia bagi 
mengelakkan insiden pencema-
ran sisa bahan kimia seperti di 
Sungai Kim Kim, Pasir Gudang, 
Johor berulang di Lembah Klang. 

Bagaimanapun, beliau enggan 
menyatakan secara lanjut sama 
ada pihaknya telah mengenal 
pasti pelaku tersebut. 

"Kalau ada kes seperti di Su-

ngai Kim Kim, tindakan tegas 
akan diambil," katanya ringkas 
ketika ditemui pemberita se-
lepas menghadiri Perhimpunan 
Peringatan Polis ke-212 pering-
kat Ibu Pejabat Polis Daerah 
Shah Alam di si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bagi 
mengulas video berdurasi 44 
saat berkaitan pencemaran yang 
dimuat naik kelmarin di laman 
Twitter Setiausaha Barisan Na-
sional Youth Volunteers (BNYV) 
Pulau Pinang, Mathis Sarawanan. 

Video tersebut ditonton lebih 
21,000 pengguna laman sosial 
itu sehingga menimbulkan rasa 
marah mereka terhadap pence-
maran itu. 

Menerusi Twitter itu, Mathis 

dipetik berkata, beliau men-
erima video tersebut daripada 
rakannya di Jalan Klang Lama, 
Kuala Lumpur. 

"Cuba lihat bagaimana sisa 
buangan mengalir terus ke 
dalam sungai kita. YB @tere-
sakok / YB @KhalidSamad sila 
ambil tindakan sepatutnya ber-
kenaannya secepat mungkin. 
Kita tidak boleh membiarkan 
kejadian seperti di Pasir Gudang 
berulang lagi," katanya. 

Mathis turut memuat naik 
sebuah video lagi berdurasi 24 
saat yang mendapat tontonan 
6,431 pengguna TVitter selain 
sekeping gambar memaparkan 
perubahan Sungai Klang susu-
lan pencemaran itu. 

«T :(K| 

PERUBAHAN warna air Sungai Klang di Jalan Klang Lama, sebelum (kiri) 
dan selepas dicemari sisa industri kel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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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kilang plastik haram masih beroperasi di Selangor 
SHAH ALAM - Sebanyak 51 
kilang plastik haram dikesan 
masih ingkar dan terus beroperasi 
di seluruh Selangor. 

Pengerusi Jawatankuasa Tetap 
Kerajaan Tempatan, Pengang-
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pung Baharu Selangor, Ng 
Sze Han, berkata, situasi itu me-
nyebabkan pihaknya memerlukan 
kerjasama daripada Suruhanjaya 
Perkhidmatan Air Negara (SPAN) 
dan Suruhanjaya Tenaga untuk 
menyekat bekalan air serta elek-
trik sebagai langkah efektif bagi 
mengekang operasi kilang-kilang 
haram berkenaan. 

"Kami sedang berbincang dengan 
SPAN serta suruhanjaya itu. Kami 
akan pastikan bekalan air serta 
elektrik (terhadap kilang-kilang 
haram) akan dipotong (dalam masa 

1 Sidang 
DUN Selangor^/ 

terdekat)," katanya bagi menjawab 
soalan tambahan Leong Tuck 
Chee (DAP-Pandamaran) pada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di sini semalam. 

Tuck Chee dalam soalan tamba-
hannya bertanya sama ada operasi 
yang dijalankan kerajaan negeri 
dalam membanteras kilang plastik 
haram memerlukan bantuan dari-
pada agensi utiliti untuk menyekat 
bekalan tenaga dan air kepada 
kilang berkenaan. 

Dalam pada itu, Sze Han berkata, 
setakat ini, sebanyak 107 kilang 
plastik haram dikesan beroperasi 
di Selangor. Sebanyak 99 kilang di-
beri notis penutupan manakala 48 

lagi ditutup sepenuhnya. 
Tambahnya, sebanyak 127 kes 

disiasat Jabatan Alam Sekitar Se-
langor sejak Julai 2018 hingga Feb-
ruari lalu. Sejumlah 50 daripada-
nya disyorkan untuk dihadapkan 
ke mahkamah manakala enam kes 
pula didenda sebanyak RM389,000 
serta satu hari penjara. 

Beliau berkata, satu jawatan-
kuasa tindakan juga telah ditubuh-
kan untuk bertindak dengan lebih 
proaktif bagi memantau perkem-
bangan isu kilang haram di negeri 
berkenaan. 

Mengulas lanjut, Sze Han ber-
kata, tiga notis juga telah dikeluar-
kan terhadap pemilik tanah yang 
didapati menyalahgunakan tanah 
mereka dengan membenarkan 
kilang plastik haram untuk ber-
operasi. - Bernama 

-

Mil •• 
SEBANYAK 51 kilang plastik haram dikesan masih beroperasi di seluruh 
Selangor. - Gambar hi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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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was diteruskan dengan formula baharu
SHAH ALAM – Pelaksanaan 
Program Tabung Warisan 
Anak Selangor (Tawas) akan 
diteruskan dengan formula 
baharu yang bakal diputuskan 
demi memberi lebih manfaat 
kepada anak Selangor.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menjelaskan, formula 
yang bakal diputuskan terma-

suk cadangan penyelarasan pem-
berian insentif Hadiah Anak 
Masuk Universiti dan Inisiatif 
Kemahiran Teknikal Dan Ikhtisas 
Smart Selangor (IKTISASS).

 “Kerajaan negeri pada tahun 
ini memutuskan supaya skim 
Tawas dijajarkan kepada Hadiah 
Anak Masuk Universiti bagi me-
ngurangkan beban untuk mema-

suki universiti.
“Walaupun program 

ADAM50 dihentikan, keraja-
an negeri berhasrat untuk 
meneruskan agenda mengga-
lakkan rakyat Selangor teru-
tama ibu bapa membina ta-
bungan untuk masa depan 
anak mereka melalui pelabur-
an Unit Amanah,”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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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geri Selangor di Dewan Jubli 
Perak di Shah Alam, semalam.

Hadir sama, Setiausaha Ke-
rajaan Negeri, Datuk Mohd 

Amin Ahmad Ahya; Speaker 
Dewan Negeri Selangor, Ng Suee 
Lim dan Pengarah Lembaga 
Urus Air Selangor (LUAS), Da-

Bekalan air Selangor cukup

B ekalan  air di semua em-
pangan dan kolam takung-
an di Selangor mencukupi 

untuk menghadapi musim ke-
marau yang dijangka berlarutan 
sehingga bulan depan.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bekalan air itu ma-
sih pada kadar 80 peratus dan 
dijangka cukup untuk menam-

Kakitangan kerajaan negeri melafazkan ikrar dalam Majlis Perhimpunan Bulanan 
Agensi di bawah pentadbiran Kerajaan Selangor.

pung permintaan selama tiga 
bulan.

“Seperti yang diumumkan 
Menteri Air, Tanah dan Sumber 
Asli, Dr Xavier Jayakumar, ne-
geri ini tidak berdepan risiko 
catuan seperti beberapa negeri 
lain.

“Secara keseluruhannya, 
takungan di semua tujuh em-
pangan negeri dalam keadaan 
baik dan mampu menampung 
keperluan Loji Pembersihan Air 
(LPA) dan permintaan semasa 
4,800 juta liter sehari (JLH).

“Pelaksanaan Operasi Penge-
paman Air Kolam (OPAK) dan 
Off-River Storage (ORS) juga 
membantu mengekalkan kapa-
siti air yang diperlukan jika ber-
laku kemarau panjang dalam 
tempoh sebulan dua ini,” katanya 
selepas Majlis Perhimpunan Bu-
lanan Jabatan-Jabatan Kerajaan 

tuk Hashim Osman. 
Kata Amirudin berkata, Ope-

rasi Pembenihan Awan (OPA) 
akan dilakukan di kawasan tada-
han dan lembangan sungai apa-
bila kapasiti empangan menurun 
di bawah 60 peratus. 

Pada majlis itu, satu sistem 
yang dapat mengukur secara te-
pat kedudukan air di empangan 
iaitu LUAS Intelligent Support 
System (LiSS) turut dilancarkan 
secara rasmi.

Hashim berkata, LiSS dapat 
mengawal pelepasan air dari em-
pangan dan pihaknya akan terus 
memaklumkan kepada Air Sela-
ngor sekiranya air yang dilepas-
kan melebihi had. 

“Pelepasan air di empangan 
dilakukan mengikut keperluan. 
Justeru, tahun lalu kita dapat 
mengawal air pada sekitar 95 ke 
100 peratus,” katanya.

Takungan di tujuh 
empangan  cukup 

untuk bekalan  
selama tiga bulan

MUHAMMAD AMINURALIF 
MOHD ZOKI

SHAH 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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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TUAN moreh kepada 
masjid dan surau sempena 
Ramadan tahun ini diberikan  
untuk masjid dan surau yang 
kurang pendapatan sahaja 
serta tidak melibatkan semua 
institusi di negeri ini.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menjelaskan, kerajaan 
negeri masih mengekalkan 
jumlah sumbangan wang tu-
nai untuk moreh masjid seba-
nyak RM1,250 manakala su-
rau berjumlah RM1,000.

“Bagaimanapun, pembe-
rian sumbangan tahun ini 
berbeza sedikit dan hanya 

tertumpu kepada masjid dan su-
rau yang mempunyai kurang 
pendapatan disebabkan perun-
tukan dana dan pelan yang di-
rangka jabatan.

“Program penyerahan tahun 
ini juga kita ubah sedikit tidak lagi 
diberikan secara berpusat di mas-
jid negeri sebelum Ramadan dan 
akan diagihkan di setiap daerah 
bahkan berharap ADUN dapat 
bersama sesi ini,” katanya.

Amirudin (PKR-Sungai Tua) 
menjawab soalan Rozana Zainal 
Abidin (PKR-Permatang) yang 
menanyakan soalan sama ada 
kerajaan negeri akan menaikkan 

Sumbangan moreh untuk masjid dan surau kurang pendapatan

 Masjid: RM1,250

 Surau: RM1,000

BANTUAN MOREH SELANGOR

nilai bantuan moreh untuk mas-
jid dan surau pada tahun ini.

Mengulas lanjut soalan tam-
bahan Datuk Dr Ahmad Yunus 
Hairi (Pas-Sijangkang), Amiru-
din sedia maklum dengan isu 
keupayaan tabungan kewangan 
masjid dan surau yang kebanyak-
annya termasuk dana sumbangan 
khairat kematian dan anak yatim.

“Soalan asas berkaitan status 

kewangan sesebuah masjid itu 
akan dilihat dengan lebih ter-
perinci malah akan dicadang-
kan satu pertemuan dibuat 
ketika sesi penyerahan nanti 
untuk perbincangan  lanjut.

“Jabatan Agama Islam Se-
langor (JAIS) juga akan meni-
lai kedudukan kewangan mas-
jid dan surau melalui laporan 
yang dikemukakan.

"Pejabat Agama Islam Da-
erah (PAID) turut memantau 
kedudukan ‘kesihatan’ ke-
wangan masjid dan surau di 
kawasan masing-masing,”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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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ika pakaian 
diperinci
SPEAKER Sidang DUN 
Selangor membuat 
penetapan lebih terperinci 
terhadap etika pemakaian 
bagi mengelakkan kekeliruan 
dalam kalangan ADUN.

Ng Suee Lim 
menegaskan, penetapan 
lounge suit hitam bagi lelaki 
dan pakaian kemas atau baju 
kurung dengan blazer hitam 
untuk wanita supaya tidak 
lagi timbul salah faham.

“Sidang DUN bukannya 
fashion show dan perlu 
menghormatinya. Saya juga 
mahu semua ahli DUN 
Selangor berdisiplin,” 
katanya pada sidang media 
Mesyuarat Pertama Penggal 
Ke-2 DUN Selangor, 
semalam. 

Terdahulu, Suee Lim 
menegur ADUN Bukit 
Lanjan, Elizabeth Wong 
kerana tidak mematuhi etika 
berpakaian.

Suee Lim juga 
menyifatkan kehadiran 
empat ADUN pembangkang 
dan tiga ADUN PH 
semalam kurang 
memberangsangkan. 

“Inilah masanya untuk 
bahaskan usul dan sesi soal 
jawab Menteri Besar 
Selangor. Prestasi kurang 
memuaska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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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iti cadangan 
tarif air naik
CADANGAN pelarasan 
tarif air yang disyorkan 
Kementerian Air, Tanah dan 
Sumber Asli (KATS) 
disifatkan agak tinggi dengan 
hampir 50 peratus kenaikan 
daripada kadar sedia ada.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menjelaskan, kerajaan 
negeri masih meneliti semua 
faktor bagi memastikan 
kosnya lebih munasabah.

“Pembaharuan perlu 
pastikan  golongan 
berpendapatan rendah tidak 
terjejas, selain ada insentif 
bagi menggalakkan 
penggunaan air yang lebih 
bijak.

“Ini kerana tarif air yang 
dikenakan ketika ini 
mengguna pakai kadar yang 
diluluskan pada 2006 lalu.

Amirudin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juga 
membuat penjajaran semula 
pemberian air percuma ini 
bagi memastikan penyaluran 
subsidi yang lebih fokus 
kepada golongan sa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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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IRUDDIN

“LEBIH baik syor tanam cili yang 
berfaedah untuk belia berban-
ding cadangan penanaman gan-
ja di negeri ini," kata Pengerusi 
Jawatankuasa Generasi Muda, 
Sukan dan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Mohd Khairuddin 
 Othman.

Mohd Khairuddin (PKR-
Paya Jaras) berkata, cadangan 
penanaman ganja tidak relevan 
seperti yang dibangkitkan Men-
teri Besar Selangor sebelum ini 
dan mengundang banyak perka-
ra negatif.

“ADUN Ijok sebelum ini juga 
ada membahaskan dadah relevan 
untuk tujuan perubatan zaman 
dulu tetapi masa kini, disalahgu-
nakan disebabkan ‘kreativiti’ 

 masyarakat.
“Bahkan peruntukan undang-

undang dan akta sedia ada jelas  
menjadi satu kesalahan mena-
nam atau mengusahakan dadah 
di bawah Seksyen 6B yang boleh 
dikenakan hukuman seumur hi-
dup dan tak kurang enam sebat-
an,” katanya.

Katanya, kerajaan negeri dan 
AADK sedang mengkaji cadang-
an melaksanakan program 
Report and Reward sebagai usa-
ha mengumpul maklumat bagi 
menangkap pengusaha dadah.

“Program ini masih dalam 
peringkat cadangan dan kes pe-
nagihan dadah di Selangor juga 
masih terkawal melibatkan 2,305 
kes sehingga 2017 lalu,” katanya 

Lebih baik tanam cili daripada ganja: Exco

pada penggulungan perbahasan 
sidang DUN Selangor, semalam. 

Sebelum ini,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ihak-
nya masih belum nampak relevan 

mengenai cadangan Shaid Mohd 
Rosli (Bersatu-Jeram) itu berka-
itan penanaman ganja di negeri 
ini dan memerlukan banyak ka-
jian sebelum dilaksana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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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ong elektrik, air

S ebanyak 51 kilang haram 
didapati masih beroperasi 
di negeri ini walaupun 

agensi berkaitan sudah melaksa-
nakan penguatkuasaan.

Pengerusi Jawatankuasa Te-
tap Kerajaan Tempatan, Peng-
angkutan Awam Dan Pemba-
ngunan Kampung Baru, Ng Sze 
Han menjelaskan, sebanyak 107 

51 kilang haram 
bakal berdepan 

tindakan kerana 
ingkar notis 
penutupan

SHAH ALAM

kilang haram dike-
san di enam kawa-
s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dan 99 daripadanya 
diberi notis penu-
tupan.

“Daripada 99 
kilang itu, sebanyak 
48 sudah ditutup 
sepenuhnya na-
mun masih berbaki 
51 kilang yang di-
kesan masih ingkar 
mematuhi notis 
yang dikeluarkan pihak penguat-
kuasa. Kerajaan negeri memer-
lukan kerjasama agensi berkaitan 
untuk memotong utiliti kilang 
terbabit.

“Ini kerana, cara yang paling 
efektif menghentikan operasi ia-
lah dengan memotong bekalan 
air dan elektrik seperti tindakan 

yang dilaksanakan 
di Kuala Langat.

 “Kerjasama Su-
ruhanjaya Perkhid-
matan Air Negara 
(SPAN) dan Su-
ruhanjaya Tenaga 
diperlukan bagi 
bersama memban-
teras kilang haram 
sepenuhnya,” kata-
nya ketika menja-
wab soalan Leong 
Tuck Chee (DAP-
Pandamaran) me-

ngenai status kilang haram.
Mengulas lanjut, Sze Han 

(DAP-Kinrara)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komited melaksanakan 
penguatkuasaan terhadap kilang 
haram termasuk tindakan 
 mahkamah terhadap enam kes 
 dengan kutipan denda sebanyak 
RM389,000 dan hukuman  sehari 

penjara.
“Secara keseluruhan, tindak-

an yang diambil Jabatan Alam 
Sekitar pada Julai tahun lalu se-
hingga Februari tahun ini, seba-
nyak 127 kes dan 50 kes mahka-
mah diambil sebagai bukti 
komitmen kerajaan negeri dalam 
membanteras kilang haram ini.

“Menjawab soalan tambahan 
Dr Idris Ahmad (PKR-Ijok) ber-
kaitan isu perampasan hak milik 
tanah yang disalahgunakan, ke-
rajaan negeri turut mengeluarkan 
tiga notis kepada pemilik tanah 
terbabit.

“Sebagai contoh kes di Kuala 
Langat, pemilik kilang diberi No-
tis 7A, 7B dan 8A sekiranya tuan 
tanah masih gagal untuk memu-
lihkan tanah seperti yang diarah-
kan sebelum tindakan lanjut di-
ambil,” katanya pada sidang DUN 
Selangor, semalam.

ARZIANA MOHMAD AZAMAN

NG SZE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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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 J kesal 
kenyataan SPRM 
KUALA LUMPUR 25 Mac Maj-
lis Perbandaran Subang Jaya 
(MPSJ) kesal dengan kenya-
taan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yang 
seolah-olah menuding jari ter-
hadap isu lambakan premis 
rumah urut di negara ini. 

Pengarah Jabatan Pele-
senan MPSJ, Muhammad Azli 
Miswan berkata, sebenarnya 
banyak lesen rumah urut 
yang sudah dibekukan kera-
jaan negeri Selangor selain 
penguatkuasaan yang sudah 
dijalankan di setiap premis 
tersebut sehingga berlaku 
pengurangan kes. 

"Kita perlu faham isti-
lah 'rumah urut' itu dahulu 
sebabnya ada premis men-
jalankan perkhidmatan me-
ngurut badan yang mana kita 
memang tidak pernah menge-
luarkan sebarang lesen. 

"Namun, berbeza pula uru-
tan refleksologi yang seme-
mangnya tiada masalah, na-
mun ada premis mengambil 
kesempatan dengan bahagian 
depan menjalankan perkhid-
matan urutan kaki, manakala 

• urutan badan pula di bahagi-
an belakang premis tersebut," 
katanya kepada Utusan Ma-
lay siadi sini hari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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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Kubu
Baru may
be next
heritage site
KUALA LUMPUR: Kuala Kubu
Baru in Hulu Selangor is being
evaluated to be considered as a
national heritage site under the
National Heritage Act 2005 be-
fore being nominated a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Tourism, Arts and Culture Min-
ister Datuk Mohammadin Ketapi
said the evaluation was being car-
ried out by the National Heritage
Department, Selangor govern-
ment, local authorities and rel-
evant agencies.

“The National Heritage De-
partment has taken the effort to
elevate heritage sites that meet
the criteria for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especially at the Un-
esco level.

“So far, four sites have received
Unesco recognition, namely the
Mulu National Park in Sarawak,
Kinabalu Park in Sabah, Melaka

World Heritage City, George
Town and the Lenggong Valley
Archaeological site in Perak,” he
told the Dewan Rakyat yester-
d ay.

He said this in reply to a ques-

tion from June Leow Hsiad Hui
(PH-Hulu Selangor), who wanted
to know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o make Kuala Kubu Baru one of
Unesc o’s world heritage sites.

Meanwhile, Mohammadin said

the ministry had taken several
steps to encourage tourists to
visit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Malaysia.

One of them, he said, w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ga fa-

miliarisation programme, where
international media representa-
tives and tour operators were in-
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events at Unesco heritage sites.
Bernama

Kuala Kubu Baru may become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soon. PIC BY AMRULLAH ABDUL KA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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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R, TUESDAY 26 MARCH 201

NEWS 
S'gor to cut water 
and power supply 
to illegal factories 
>4 

Utility cut for illegal factories in S'go
SPAN and Energy Commission to disconnect water and power supply soon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will cut 
water and electricity supply to 
illegal factories to ensure they 
cease operations.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said they are working 
with the Energy Commission and 
National Water Services 
Commission (SPAN) to cut the 
supplies. 

He said this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by Tony Leong Tuck Chee 
(PH-Pandamaran). 

"From our experience in Kuala 
Langat, a total supply cut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ensure these 
factories stop operating. 

"We will continue our discus-
sions with SPAN and Energy 
Commission to ensure supply is 
cut," he said. 

Ng said he was informed by the 
commission that a letter from local 
councils was needed recommend-

ing the supply cut foF illegal facto-
ries. 

He said the state would ensure 
all enforcement action on illegal 
factories would include follow-up 
letters to the commission and SPAN 
for supply termination. 

There are 107 illegal plastic 
factories in six local councils. 

Of this, 99 were given closure 
notices and 48 were permanently 
closed during integrated 

operations involving other 

enforcement agencies. 
Ng said local councils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Selangor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DOE) 
to monitor and take action against 
illegal factories. 

DOE, he said, brought six cases 
to court with total fine of 
RM389,000 and one-day jail 
sentence. 

From July last year to this 
February, DOE investigated 127 
illegal factory cases of which 50 

faced court action. 
Separately, Ng in a question by 

Michelle Ng (PH-Subang Jaya) said 
the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during its finance commit-
tee meeting last month decided to 
implement the Smart Selangor 
Parking. 

Currently, the local council is tied 
. to a contract with Godell Sdn Bhd 
which ends on March 31,2022. He 
added that MPSJ sent a letter to the 
company and was awaiting a 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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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gor tahfiz not registered 
Sultan of Selangor at the state 
assembly here yesterday. 

In another development, 
Speaker Ng Suee Lim has drawn 
up a detailed dress code for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mem-
bers to avoid confusion when 
attending sittings. 

He said male representatives 
must wear black lounge suits, 
while the women must wear a 
neat dress or baju kurung with a 
black blazer to avoid misunder-
standing. 

"The more detailed dress code 
is important to ensure the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comply with the 
rules," he said. — Bernama 

SHAH ALAM: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said 14 tahfiz 
(Quran memorising schools) 
have yet to be registered in the 
state, including one which was 
closed last year. 

He said they risked being shut 
down following the state govern-
ment's effort, through the Selan-
gor Islamic Religious Department 
(JAIS), to register 200 tahfiz. 

"'The one that was closed down 
had 25 students and two teach-
ers, while the 14 unregistered 
tahfiz face being shut down as 
they have been given adequate 
time," he said when winding up 
the debate on the Addres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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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dams have 
enough for 3 months   

-page 4

AMAR SHAH MOHSEN
ASHWIN KUMAR

SYED DANIAL SYED AZAHAR AT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YESTERDAY 

No water rationing  
for Selangor
oSupply enough to 
meet demand for 
three months

SHAH ALAM: Water supply at all 
dams and reservoirs in Selangor is 
enough to cope with the drought that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until next 
month.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said water supply in the state is 

g
at 80% and is enough to cover 
demand for three months. 

“Selangor does not face the risk of 
rationing like some states as 
announced by the Ministry of Water,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he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after attending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staff 
monthly assembly at Dewan Jubli 
Perak yesterday. 

“The reservoirs at seven state 
dams are at good levels and capable 
of accommodating water treatment 
plants and current demand of 4,800 
million litres per da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ol 
Water Pump Operation and Off-River 
Storage have also helped to maintain 
the required water capacity in the 
event of a long drought.” 

Amirudin added cloud-seeding 
would only be carried out in 
catchment areas and river basins   if 
the dam capacity drops below    60%.  

Also present were State Secretary 
Datuk Mohd Amin Ahmad Ahya,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Speaker, Ng 
Suee Lim and Selangor Water 
Management Board director Datuk 
Hashim O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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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al ganja 
not feasible:Exco
THE proposal to cultivate marijuana 
in Kuala Selangor for medicinal use is 
not feasible,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was told yesterday. 

Mohd Khairuddin Othman, the 
exco in charge of youth development, 
sports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said Malaysians are 
not known to safely handle 
dangerous items. 

The Paya Jaras assemblyman cited 
fireworks injuries as an example of 
how dangerously “overcreative” 
Malaysians can be. 

“When someone gives them 
fireworks to play with for Hari Raya, 
they make cannons until they lose 
their fi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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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illegal factories still 
operating despite blitz
A total of 51 factories are still 
operating illegally despite a 
crackdown by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THEY are among 99 illegal factories 
identified in the state.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told the state assembly 
yesterday 48 illegal factories had 
ceased operations. 

“The state government needs the 
cooperation of agencies to stop the 51 
illegal factories from operating,” he 
said.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top 
this illegal operation is by cutting 
water and electricity supply. The help 
of the National Water Services 
Commission and the Energy 
Commission is needed to eradicate 
illegal plants.”  

Ng (DAP-Kinrara) was replying to 
Leong Tuck Chee (DAP-
Pandamaran) on the status of illegal 
factories in the state. 

He said between July 2018 and 
February this year,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has handled 127 cases 
involving illegal factories, including 
50 that were brought to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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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25日讯）巴生光 

华独中成立30年的祥龙团 

及成立10年的醒狮团， 

分别演出2800场及400场 

次。 

该校署理董事长拿督陈 

友信，昨晚在巴生光华独 

中祥龙团30周年暨醒狮团 

10周年纪念晚宴上说，祥 

龙团秉持八德，即忠、 

巴生光華獨中祥龍国醒獅團 

演出達2800場及400場 
正、毅、勇、智、诚、 

和、礼，以龙的精神，舞 

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体 
现“龙的传人”的文化蕴 

涵。 

他说，无论是龙狮团或 

是二十四节令鼓，都是宣 

扬阳刚之气与向上拚搏的 

精神。 

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沈 

志强强调，该部目标就是 

推广体育精神与文化的社 

会，让国民可拥有更健康 

的社会。 

•醒狮进行高桩舞狮表演，左起佘琼凤、吴劲辉、刘志强、黄华民、锺宝妹、 

严玉梅、林宽城及陈友信。 

“我们也鼓励各种有益 

身心的运动，同时不会忽 

略我国的传统体育，如武 

术、舞狮舞龙。因这类传 

统运动除了能强身健体， 

也是大马华裔，甚至是国 
家重要的文化。” 

沈志强：貪布拨款1万令 

吉给光华独中祥龙团及醒 

狮团。 

该校校长佘琼凤说，龙 

狮团团员在佳节期间，都 

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时光， 

出队向华社贺岁助兴，为 

学校筹募教育经费，精神 

可嘉。 

接獲不少家長來信 

“校方这期间接获不少 

家长的来信，有些感谢学 

校让孩子可以了解中华文 

化的精髓，有些则希望孩 

子在佳节期间可以返家团 
聚o ” 

’ ° 校友会会长徐礼明则 

说，校友必须参与学校的 

发展，有钱的出钱，有力 

白勺出力 
出席°者包括该校名誉董 

事长黄华民、副董事长丹 

斯里林宽城、锺宝妹、总 

务吕志伟、财政刘志强、 

董事王温荃、吴劲辉、叶 

康年、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代表严玉梅及班达 

马兰州议员梁德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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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热心赞助人及佛友联 

合亮灯仪式，前排左8 

起为陈顺来及郑添记。 

••• o巴生滨海佛学会庆祝 

福利组施医赠药部成立 

45周年纪念及寿募福利 

基金晚宴，贵宾左起为 

李育才、郑添记、邓章 

钦、陈顺来、杨金章及 

张文展。 

巴生濱海佛學會 

設宴籌獲27萬基金 
(巴生25日讯）巴生滨 

海佛学会为庆祝福利组施 

医赠药部成立45周年纪念 

及筹募福利基金，前晚在 

巴生福建会馆礼堂，举行 

会友联欢素宴，筵开120 

席，1200人共襄盛举，并 

筹获27万令吉施医赠药基 

w°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 

钦指出，巴生滨海佛学会 

福利部施医赠药部，45 

年没有中断为巴生社会服 

务，功绩非常伟大，每星 

期三天义诊，还有赠药， 
每5年筹款一次，实践修 

行工作，功德无量。 

他呼吁其他团体看齐， 

发挥力量，社会更祥和。 

他赞扬巴生滨海佛学会 

施医赠药，做的非常特 

出，希望义举继续获得大 

家支持，不但实现佛理方 

•M 
邓章钦原本支持5000令 

吉，但看了该会的工作， 

非常感动，改捐献1万令 
士 
口 C 

晚宴并筹募慈善医药基 

金。他感谢大家支持，筹 

获27万令吉。 

他说，施医赠药部是 

免费医药服务，以实际行 

动为社会大众贡献力量。 

所提供的药物是中国制 

造的中草药提炼药水或药 
法，也间接协助政府减轻 

为人民提供保健服务，民 

间团体，如巴生滨海佛教 

会的协助，减轻政府财务 

负担，人民将获得更好医 

药照顾。 

口 C 

去年看病人次6704 

会长暨大会主席陈顺来 

指出，该佛学会在1974年 

成立的福利组施医赠药 

部，每5年庆祝周年纪念 

他说，施医赠药部是 

福利组长期运作的主要 

单位，每周一、三、五开 

放。目前分别由杨永健、 

黄重杰和林桂好三位担任 

义务医师，不限种族肤色 

或宗教，为贫病人士提供 

Accompany 

•大会赠送表扬状与纪念品给3名义务中医师, 

健、林桂好、黄重杰、郑添记及邱美莲。 

靈d I. Ill 

左起为萧桂芳、陈顺来、杨咏 

造的中草药提炼药水或药 

片。45年来为社会的付 

出，获得良好反应，也 

受到社会人士的赞许和支 

持，施医赠药部每年庞大 

的开支，主要是由会友、 

佛友及各界热心人士的捐 

助。 

2018年看病人次达到 

6704人次，在物价高涨 

及各项开销不断增加的情 

况下，福利基金也逐年下 

降。希望大家继续给予更 

大的支持，使施医赠药部 

能走更长远的路程.为更 

多贫病人士谋福利。 

筹委会主席郑添记说， 

许多企业，热心人士及佛 

友的支持下，出钱出力， 

筹获超过27万令吉施医赠 

药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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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打击驾驶者违例泊车行为，梳邦再也市议 

会从1月2日开始提高罚款和拖车费，以严 

厉的行动教育公众别再乱泊车。 

执法单位树立严厉执法的形象是非常重要， 

当公众认定执法人员效率极高，哪怕短暂违例 

泊车，也立即收到罚单或锁轮，试问谁还敢乱 

泊车？ 

就像大家去到澳洲自驾游，都紧记不能超 

速，因为澳洲捉超速司机有极高效率，比如在 

维州，超过限定车速10公里以内，司机会被罚 

款201澳元，约600令吉。 

在新加坡也一样，必须紧记垃圾不落地，因 

根据2014年通过的环境公共卫生（修正）法案，首次乱丟 

垃圾者，最局可ill款2000新兀（约6000令宵）。 

也许有些人认为，凡事无需赶尽杀绝，政府在处理违例 

行为的时候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予人方便。 

但是，当每个人都为了方便而违规，整个环境就会失去 

秩序，陷入凌乱的恶性循环里。 

如今看到梳邦再也市议会因提高罚款而带来正面效果， 

其他地方政府也可多加参考，当然也必须最好防范贿赂的 

避免在执勤过程有贿赂和受贿情形发生。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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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漢：各方聯合取締 

99非法洋垃圾廠隱画 
(莎阿南25日讯）雪州地方 

政府严厉对付洋垃圾厂，至 

今已下令关闭99间非法洋垃圾 

厂，当中48间是在取缔行动中 

被勒令关闭。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 

雪州有多达107间非法垃圾厂， 

分布在6个地方政府辖区范围。 

他周一出席第14届第2季第1 

次雪州议会时，在口头问答环 

节回答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 

关于洋垃圾厂的提问，这么回 

应。 

他说，为了打击猖狂的非法 

洋垃圾厂，地方政府纷纷与其 

他执法单位，包括环境局展开 

联合取缔行动 

“雪州环境局从去年7月至今 

年2月，共调查12T宗个案，有6 

宗案件已展开法律行动，面对 

38万9000万令吉罚款及监禁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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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5日讯）掌管 

雪州环境、绿色工艺、消 

费人、科学、工艺及革新 

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指 

出，原定4月1日开始的禁 

止业者主动提供塑料吸管 

计划，将展延至7月1日开 

始。 

许来贤今日在雪州议会中， 

总结雪州苏丹御词辩论，回答 

双溪侨华区州议员礼占问及有 

关塑料袋和塑料吸管的课题 

时，作出上述问应。 

他说，雪州政府于2010年推 

动每逢星期六无塑料袋日的运 

动，2017年开始推动一周T天的 

无塑料袋曰后，消费者也给予 

积极配合，反应相当正面。 

他指出，根据一项于2018年 

进行的研究报告，有多达93°�的 

消费者是同意零塑料袋运动， 

T97。目前已有携带环保袋，另外 

还有697�是认同索取塑料袋要缴 

付20仙的计划。 

“至于塑料吸管计划，我们 

将于7月1曰开始，希望州议员 

们能给予配合，协助雪州政府 

推动相关的运动，让计划能成 
功举行。” 

•许来贤指 

出，禁止业者主 

动提供塑料吸管计 

划，将展延至7月1 

日开始，右为黄 

思)又。 

化學物污染巴生河耗費3萬清理 

来贤说，巴生永安镇 

1\的巴生河被化学物污 

染的课题中，雪州水供管 

理机构总共耗费3万令吉进 

行清河工作。 

他说，根据该机构执法 

组所取得的资料，丟弃污 

染物进入集水池的一辆罗 

厘的资料，经过陆路交通 

组的调查，确认该罗厘是 

属于一间公司。 

他指出，一项报案行动 

已在3月15日在斯里慕达 

警局进行，主要是针对该 

倒弃污染物进入集水池的 

课题。 

他说，警方已于3月15 

曰向投诉者录取口供，警 

方也追查一位证人协助调 

查。 
一°“警方于18日逮捕罗厘 

司机，并向该机构的抽取 

样本的工作入员录取口 

供，警方至21曰仍持续调 

查行动，包括鉴定业者和 

罗厘司机之间的关系。” 

他说，有关调查报告和 

证人的证据已在准备中， 

报告将会提呈予法律组 
“以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 

动。 

许来贤说，根据环境局 

于2 0 1 7年的一项调查报 

告，雪州水供管理机构已 

鉴定雪州共有5条来自巴生 

河的支河面著污染，分别 

是Sg Belongkong� Sg Air 

Busuk�Sg Bunos �Sg 

Kuyoh禾口Sg Kerayongo 

他说，由于沿河一 

带的经济发展，造成 

污染河流的情况增加， 

Sg Belongkong^ Sg Air 

Busuk 禾口 Sg Bunos 位于 

吉隆坡，Sg kuyoh和Sg 

Kerayong位于霄州范围。 

他说，沿河住宅区和商 

业区林立，污水排入河流 

之中，也是形成河流污染 

的肇因。 

“为解决河流污染的问 

题，各部门之间必须合 

作，包括联邦直辖区和吉 

隆坡市政局等，以提高排 

水的素质。” 

雪州行政议员凯鲁丁重 

申，大麻在我国的法律中 

仍被列入毒品项目中，种 

植大麻还属于犯法行为。 

管雪州环境、绿色工 

艺、消费人、科学、工 

艺及革新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 

贤指出，雪州政府将会和能 

源、科技、科学、气候变化和 

环境部、房屋和地方政府部、 

各地方政府等配合，全面推动 

零塑料袋计划。 

许来贤周一在雪州议会中 

回答甘榜东姑区州议员刘永山 

的口头提问时说，雪州政府也 

全力推动零塑料袋的活动，确 

保能在2025年全面落实和禁用 

塑料袋。 

他说，除予消费者外，当局 

也要视厂商的准备工作，包 

括提供其他的替代塑料袋的产 

品，例如可分解塑料袋、环保 

袋和纸袋等。 

他指出，雪州政府是配合能 

源、科学、科技、环境和气候 

变化部的2018-2030年零一次 

性使用塑料袋路线图（roadmap 

towards zero single-use 

plastics)的运动，根据该计 

划，塑料袋的使用将于2030年 
pgj白勺|卜. 

一 “在IS政°府所推动的零塑料 

袋的计划中，消费者将会在 

索取塑料袋时被收取20仙，主 

要是为提醒消费者有关塑料袋 

对于环境和健康的危害。” 

他说，向消费者索取每个塑 

料袋20仙的商家，主要都是涉 

及大量供应的商家，如霸级市 

场、百货市场、超市、便利店 

和其他等。 

依茲漢哈欣：新班底谷大道 

摩哆橋樑工程95%進度 

掌 
管基本建设、公共设 

施及农基工业的行政 

议员依兹汉哈欣指出，新 

班底谷大道的摩哆桥梁工 

程，已取得95%的进度。 

他说，以上工程现今还 

欠一些种植和清理工作。 

他今日在议会的口头提 

问环节上回答美丹花园区 

州议员三苏菲道斯的提问 

时说，该工程斥资489万令 

吉，原定在3月16日竣工， 

但在以上原因影响下，至 

今都未能完成。 

依兹汉哈欣说，该条让 

摩哆行走的桥梁，因为安 

全考量而未能通车。 

他指出，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之前也和大马铁道资 

产机构及马来亚铁道公司 

上岸，要求更换安全篱 

巴。 

水供在控制範 

i| 

'34士單莅租出 
0管基本建设、公共设施及农基工业的行政议员依兹 

¥汉哈欣指出，州内水供还在控制范围中，民众无需 

太过担忧。 

他在议会午休后受访时说，根据气象局，此次艾尼诺 

的现象较弱，尽管天气重新变得酷热，但州内还有充足 

的河水应对，所以还不需要配水。 

他指出，各水坝水位平均85°。，一些甚至超出90°�� 

依兹汉哈欣说，雪州子民的用水量偏高，平均日用的 

水供是250公升，全国的平均不过是226公升。 

他说，人民应向新加坡人民看齐，把每日的用水量降 

至170公升。 

雪 
一H “精明租赁计划” （Rumah 

Smart Sewa )共有983个单位 

供子民租赁，其中341个单位已成 

功租出。 

掌管房屋、城市发展事务的行政 

议员哈妮查指出，已有人租赁的单 

位在巴生县、八打灵县及瓜雪县。 

她回答士文达区州议员达罗雅的 

提问时说，本月份还有101个梭工 

的单位，准备出租给人民。 

“目前还有541个单位在施工 

中，会陆续在年底至2020年完丨工， 

当中包括八打灵县、巴生县、乌冷 

县、鹅唛县、雪邦县及乌雪县。 

哈妮查指出，州政府限定租户， 

最多只能租赁5年，在期满后扣除 

些费用，就会退还30%的租金给 

第14届第2季第1次雪州议会进行第6 

对方，作为购买房屋的头期。 

她补充，雪州房屋与地产局会优 

先，给“精明租赁计划”的租户， 

购买“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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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仲丨行政议员凯鲁 

3儿写丁重申，在•州 

&有其他农产品可种植或 

^发展成为当地有发展潜 

能的农业，但为何要推 

动种植药用大麻。 

凯鲁丁总结丨丨苏丹 

御词时，回应有关雪州 

政府应推动种植药用大 

麻计划时，作出上述的 

何回应。 
他说，基于大麻在我 

国还属於毒品项目，且 

是属予犯法行为，我国 

法律已有清楚的列明， 

因此在现有阶段中，种 

植药用大麻计划还是 

不可行。 
“目前是有议员提出 

此建议，但还是需要慎 

重考虑，尤其是目前 

我国也有滥用毒品的问 

题，我们也不希望见到 

在推动大麻种植之后， 

衍生更多滥用毒品的问 
题。“ 

凯鲁丁说，在雪州，滥用毒品者的人 

数是保持在一定的数据，滥用毒品的情 

况也受控制，他们希望滥用毒品的人数 

不会继续飙升。 

反毒品活動持續進行 

他说，目前，各项反毒品的活动也在 

持续进行中，包括反毒品展览会、反毒 

马拉松、反毒取缔运动及验尿行动等。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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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藥 

用 

大 

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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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土地批准工作 

土地委會已沒參與 
$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从2008年开 

m始，土地委员会已没参与任何土地批 

准工作。 

他说，所有政府土地转让拥有权的申请 

都得按照国家土地法典第76条，并提呈到 

雪州行政议会，衡量各相关单位对相关土 

地申请所提出的意见。 

他周一出席第14届第2季第1次雪州议 

会，在口头问答环节如是回答荅冬加里州 

议员哈卢马依尼的提问。 

哈卢马依尼提出附加提问，在申请被提 

呈到雪州行政议会之前，可否让州议员参 

与过程？ 

阿米鲁丁回应说，县行动委员会会针对 

土地申请收集各机构，如水力灌慨局、城 

乡规划局、地方政府技术层面意见，并拟 

出报告。 
““州3议员可以透过县行动委员会的平 

•甘纳巴迪劳：雪州政府推出许多 

惠民计划，关注州内的贫穷和赤穷 

问题。 

•阿米鲁丁：每个土地申请的决策 

必须提呈到行政议会。 

台，深入探讨细节。” 

他说，从2008年开始，雪州政府要避免 

不合理的拨地行为，每个土地决策都得依 

据专业报告，再提呈给行政议会。 

他补充，若行政议会对相关申请有疑惑 

或混淆，就会再提呈雪州经济行动理事 

会。 

推出多項政策 
致力消除貧窮 
$州行政议员甘纳巴迪劳指出，雪州政府 

@推出多项恵民政策，冀望透过多方面改 

善赤贫人士的生活和提高收入，脱离贫穷。 

他说，在健康保健方面，雪州政府有健康 

关怀计划（Skim Peduli Sihat)，让贫穷 

和赤贫阶层可以免费到私人诊所接受医疗服 

务。 i也说，根据消除赤贫蓝图，为家庭收入低 

于3000令吉的家庭提供免费机器，让他们做 

小生意，成为收入来源。 

“另外，在教育领域，从2008年开始， 

清寒家庭学生可申请INPENS国际学院奖学 
金。” 

°他周一出席第14届第2季第1次雪州议会 

时，在口头问答环节这么回答登普勒花园州 

议员莫哈末沙尼关于消除贫穷的提问。 

許來賢：與各地方政府配合 

全面推動零塑料袋計劃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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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指出，因与管 

理泊车承包商尚有合 

约约束，故雪州精明 

泊车应用程序尚未纳 

入梳邦再也市议会。 

他说，根据梳邦再 

也市议会与承包商 

Godell签署的合约， 

合约期限至2022年3月 

31曰。 

他说，市议会在今 

年1月的常月会议上， 

已提出有意使用讀州 

精明泊车应用程序， 

故在2月13日发函给承 

包商Go dell提出上述 

意愿。 

“目前，市议会仍 

在等候承包商的回 
函o ” 

°他周一出席第14届 

第2季第1次雪州议 

会，在口头问答环节 

如是回答梳邦再也州 

议员黄美诗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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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來賢：瓜冷南區森林保留地 

林火燒》範圔 

(莎阿南25日讯）雪州行政议员许 

来贤指出，截至3月22日，在瓜冷南 

区森林保留地涉及林火的13、15和17 

地段，林火所烧及的范围共80公顷。 

他说，至于涉及第12段地段的林火，已 

蔓延至第46段，涉及面积25公顷。 

他说，拉惹慕沙的森林保留地林火事件 

于3月19日开始，火势是在森林保留地外开 

始，并蔓延进入102段，涉及面积8公顷。 

他指出，消拯局采取巡视、监督、 

控制和取缔的行动，森林局和马来西 

亚遥感中心（A  g e n s i  R e m o t e  S e n s i n g  

Malaysia. ARSM)合作推动电子森林定位 

(e-geospat ial perhutanan，EGP)禾口森 

林遥控系统。 

“当局通过系统，加强林火黑区的监 

督行动，包括非法侵入森林保留地的人 
士.。” 

i也说，森林局也通过各管道取得投诉， 

如面子书、电邮、电话、信函等，让各单 

位提早察觉侵占森林保留地的活动。 

他指出，从2 0 1 5年至2 0 1 8年，在3宗投诉 

中的2宗来自当地民众投诉，当局也在森林 

保留地的周遭设立禁止进入的告示牌。 

“在3月21日，森林局在瓜冷南区森林 

保留地一带共逮捕2位本地入和1位外劳， 

被发现在进行农业活动时公开焚烧，有关 

入士也被带回瓜冷警局并被扣留接受调 
查。” 

森林局未曾同意 

允進行農業活動 
来贤说，雪州森林局截至 

1\目前为止，未曾同意在宪 

报中，允许农业活动在瓜冷南区 

森林保留地，或是其他森林保留 
地一带进行。 

他指出，从1 9 2 7年、1 9 3 4年和 

1940年，瓜冷南区森林保留地仍 

保持在8339.72公顷。 

他说，但该森林保 

留地长久以来面著被 

入侵占的情况，以进 

行各种种植的活动如 

玉米、姜、木薯、蕃 

薯等，目前一项修维 

行动已在计划中，以发出准证予 

那些侵占地段的活动。 
“在1 9 8 5年森林法令下，我们 

已鉴定予部分在该地区的活动， 

并在修维侵占和非法开殖活动计 
划下正准备一项报告，该报告预 

计将于今年年中提呈予雪州行政 

会议，预计于T月完成。” 

巴生河復興計劃分3項目 
来贤说，雪州海灌关口计 

v |  划( s e l a n g o r  m a r i t i m e  

gateway, smg )下的巴生河复 

兴和发展计划，共分为3个主要 

项目，并于201T年开始进行为 

期15年的计划。 

他说，当局在56公里长的巴 

生河7个垃圾栏之处进行捞取垃 

圾的工作，从 2 0 1 T年 2月至 2 0 1 9  

年1月，所捞出的垃圾量达4万 

4078公吨。 

他指出，修复巴生河计划也 

分为维修位于巴生直落加埔的 

一处前垃圾士埋场，56公里的 

沿河也将进行发展计划，通过 

发展计划承担耗资钜款的修复 

巴生河计划。 

“首期计划主要是在巴生区 

的22公里巴生河，共有5项计划 

已被鉴定，至于第二和第三期 
计划将于未来进行。” 

取締直落昂涉污染工廠 

若違例停止運作查封 
彳&：来贤说，环境局和巴生市议会已在直落昂展开联合取 

l^T缔行动，对付涉及污染的工厂，包括要求违例工厂停 

止运作，并采取查封行动。 

许来贤是针对巴生港口区州议员的提问作出回应，州议 

员之前声称，直落昂一带的一些工厂除了排放化学物，也 

公开进行焚烧活动。 

他说，所有在1974年环境法令下被发现违例的工厂，已 

或预将被采取法律行动，包括被控上法庭，工厂运作将被 

停止至完全遵守条规为止。 

“至于被要求停止营业或查封的工厂，如果被发现重新 

运作的话，将会面对被采取法律行动的后果。” 

许来贤回应昔江港区州议员拿督阿末尤努斯的提问时 

说，雪州环境局是于2月is日接到投诉，一间工厂污染河流 

的问题，并于19日展开调查行动。 

他说，该间涉及的工厂是生产可重复使用的电池，该工 

厂是位于仁嘉隆工业区，根据调查发现污染河流的铅水与 

该工厂的化学物一致。 

他指出，工厂已维修泄漏的漏洞，并于3月12日再进行调 

查行动，没再发现废水从该工厂流出。 

“该间工厂也被促请要确保控制河水和空气污染的系统能 

正常运作，雪州水供管理机构也将加强监督，确保该工厂 

遵守1974年环境法令。“ 

土地局特別遴選委會 

劉永山委任主席 

n 

州议会通过多项动 

@议，包括多个特别 

遴选委员会委任新任主席 

和委员，取代已被委任为 

行政议员的凯鲁丁和已故 

前士毛月区州议员荅迪 

亚。 

在雪州县署与土地局特 

别遴选委员会，由万津区 

州议员刘永山，取代已被 

委任为雪州行政议员的凯 

鲁丁。 
日无丨立港区州议员黄诗棋 

则被委任为委员，取任刘 

永山所留下的空缺。 

在地方政府特别遴选委 

员会，斯里斯迪亚区州 

议员哈里米被委任为委 

员，取代前已故士毛月区 

州议员荅迪亚所留下的空 

Li 

•山州的 
万取行空 
津代政缺 
区已议。 

^小丨被员 
议委的 
员任凯 
刘为鲁 
永雪丁 

缺， 
1 k任士毛月区州议员查 

卡利亚则被委任为委员， 

取代乌鲁安南区州员拿督 

罗斯妮。 

在议会管理特别委员 

会，士文打区州议员达罗 

雅取代巴也加拉斯区州议 

员凯鲁丁，成为该委员会 

新任玉席。 

雪州能力、公信力及透 

mi 
•在午休后，黄思汉（左）和许来 

贤步离州议会。 

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万达镇区州议 

员嘉玛丽亚被委为委员，取代巴也加 

拉斯区州议员凯鲁丁。 

杜顺大区州议员艾迪所提呈的贫穷 

最低收入指南、柏马登区州议员罗查 

娜所提呈的园坻工人、摩立区州议员 

哈斯努所提呈的绍佳那布特拉镇的天 

桥的报告也在州议会中获得通过。 

淡江区州议员沙阿里所提呈的有关 

非法摊位、小畈等的动议，也在州议 

会中一致获得通过。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说， 

^非法小贩常选择在人潮 

多的地点营业，包括大路旁 

和银行前，这些地点都不是 

适合营业的地方。 
黄思汉周一辩论有关非法 

小贩、摊位的动议时说，他 

们非常欢迎沙阿里所提出的 

建议，有关建议也将带入会 

议中讨论，希望能寻求一个 

对策。 

他说，在拆除小贩摊位 

前，地方政府都必须要深入 

探讨和策划，例如准备新的 

t拆除非法小販攤位前 

i探討策劃新營業地點 
营业地点。 因在过去，小贩们常投诉新 

他说，在过去，他们接到地点不适合，以致他们面对 

许多针著有关非法小贩的投收入减少的情况。 

诉，主要是针对安全和卫生 “非法小贩必须获得处理 

的课题。 和安置，但安置地点必须进 

他指出，针对非法小贩的行探讨，以免衍生更多问 

安置地点，也要深入探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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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5曰 

讯）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指出，州政府 

已回覆水源、土地 

及天然资源部，有 

关把现今水费提高 

近50%的建议幅度 

过局。 

他说，州政府也 

向中央政府表明， 

会给出其他建议方 

案。 
°他今日在议会上 

做出总结时说，现 

今每立方米水源 

的价格是1令吉39 

仙，假设希盟没在 

2 0 0 8年拿下仲丨政 

权，现今的水费 

已可涨至3令吉15 

仙。 

阿米鲁丁指出， 

根据水供服务工业 

法令第84 ( 1 )条 

文，部长是能够建 

议并给出新的水供 

收费。 

“调涨近5 0 %的幅度过高，这可 

能会增加人民的负担，所以州政府 
会提呈一个建议价给中央政府。” 

他说，在免费水的政策上，州政 

府有计划从现今的20立方米或11令 

赛40仙，提高至25立方米或16令吉 

55仙，但考量到后者的数额，对中 

等收入群体而言不是负担，所以州 

政府更向往，让中等收入者在其他 

惠民政策下受惠。 

他指出，透过爱心援助计划 

(e-kasih)或内陆税收局拥更准确 

的数据，透过前者去鉴定受惠者， 

能确保受惠者都是有需要的人。 

漏 
•周一的雪州议会有7名议员缺席，分别是4名国阵议员和3名希盟议员。 

需善用儲備金 
米鲁丁促请各地方政府勿以储备金为 

荣，有需要就该取出回馈纳税人。 

他强调，地方政府的服务常招人诟病， 

所以过多的储备金是没有意义。 

他认为，地方政府的角色不是储存资 

产，因此储备金应用在道路、休闲场所、 

礼堂，以满足人民的需求。 

“在拜访完各县土地局后，我之后或会 

到访地方政府，届时还会探讨，后者该如 
何使用储备金。” 

阿米鲁丁指出，目前只有2个地方政 

府，很好的应用储备金，其中一个就是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相信因为对方的表现， 

该区也是排名第二的开心城市。 

“我不是要地方政府用完储备金，反之 

只需留下指定数额就好。” 

此外，他指出，州政府正考虑设立特别 

队伍，负责对付州内的污染或违例行为。 

他直言，一些案件是涉及警方、移民 

局、土地局和地方政府，所以有必要成立 

一个特别队伍。 

他说，州政府在2010年曾要求中央政 

府，赋予辅警一些权利，无奈相信是当时 

的政见不同，所以一直没有下文。 

“现今我们会再次向中央政府建议，例 

如让雪州水供管理机构的队伍，能有一些 

执法极 m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BY PRESSREADER 

pressreader PressReader.com。上! 604278 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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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常月集会的公务员，一同宣誓效忠国家。 

大臣：水壩水位狀況良好 

由個月乾畢期 
(莎阿南四日讯）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指出，目前各水项水位的状况 

良好，足以应对3个月的乾旱期。 

他说，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赛 

维尔已说过，雪州不会如同其他州属， 

面对水供危机。 

“不过，这只是在良好情况下，未包 

括水源污染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每个 
单位给予监督。，， 

他今早$席°雪州水供管理机构所举办 

的常月集会时说，州政府在应对水供问 

题上，还有结合储存河水系统或布云造 

雨的方案。 

阿米鲁丁指出，作为先进的州属，公 

务员必须要有前进的思维、技术和管 

理。 

吁公僕改變思維 

“在巴生永安镇的污染事件，每单 

位都扮演本身角色，T2小时内就成功 

清理，现今中央政府在拟定相关法令 

时，小部分更是参考雪州管理机构的法 八 ” 

7°他指出，中国已拟定未来百年的计 

划，但成功或否就依靠后代去执行，所 

以公务员必须时刻向前看。 

他说，各单位的行动必须如同一个团 
队，他知道还有一些单位，仍“害羞” 

未和其他单位打成一片。 

“现今的通讯工具方便，希望各单位 

都能够工作如一个团队。” 

出席者还有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 

及雪州议长黄瑞林。 

• 
• 

•使 

阿用rrr 
米的g 

鲁推I5J 

^智5 
左能5 
2支禁 

推系 
介统 

哈 
欣 
奧 
斯 

雪， 

^小丨右— 
水起了 
供是 
机莫 
构哈 
所末 

掌握水數據 

啓用智能支援系統 
•州水供管理机构总监拿 

^督哈欣奥斯曼指出，为 

了有效管理水务，该机构从 

去年起就启用智能支援系统 
(LISS)，掌握每一刻的输 

水数据。 

他说，若水坝输出超出平 

均的水源，他们就会告知 

雪州水供管 

理有限公司。 
“各水坝是按照需求输 

水，一些是1200万公升水 

源，也有些是800万公升。” 

哈欣奥斯曼指出，成立20 

年的雪州水供管理机构， 

已拟定5项 

条例，用来监控与水务有 

关的事务，从而保护州内 

白勺水/供。 
他^°出，该机构严厉监 

督，涉及水供区的工程，包 

括大道、桥梁工程、电能工 

程等。 
“为了全面监控水质污 

染，该机构也建立化验室， 

协助鉴定污染水源的样 
本。” 

囉
事
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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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莎阿南25曰讯） 

雪州议长黄瑞林强 

调，若未来再有议员 

违反议会服装指南， 

他将行使议长权力将 

相关违规议员禁足， 

或者要求州政府动 

，议，让特权遴选委员会做一步调查。 

他说，议长可以援引议会常规第44 

(2),将州议员禁足3至5天。 

他强调，要求州议员遵守服装指南是为了 

让庄严、神圣的议会更有纪律，并非针对任 
何人或有私人圉泮 

他i兑，上季仲丨议°会，双溪班让仲丨议员拿督 

莫哈末英然就邓普勒花园州议员莫哈末沙尼 

被谴责穿错服装，在议会厅外抨击议长，其 

实这是不被允许的。 

否認黃潔冰抗議說詞 

“当时英然的举动属于藐视州议会，但是 

我念及他是新晋州议员，我给他机会，没有 

追究，这次黄洁冰的事件也一样，她第一次 

当后座议员，我也给她改过的机会。” 

不过，他强调，未来若有议员再犯下服装 

错误，就会被米取彳了动。 

上周陷入服装风波的武吉兰璋州议员黄洁 

冰今日以全身黑装扮现身议会大厅，黄瑞林 

被询及会否视为黄洁冰缺席议会和全黑穿著 

是无声抗议，他否认此说法。 

他指出，黄洁冰上周缺席3天是因为身体 

不适，有向他提出病假，而今天遵守服装指 

若再有人違反服裝指南 

行使權力禁足違規議員 

幽 
南，穿深色外套是一个正面的应对态度。 

“这是一个好现象，每个议员都有责任维 

护议会的庄严，遵守议会常规和议长的劝 

告，雪州要成为其他州属的好榜样。” 

他今日召开记者会时说，若有议员不满 

议长的决定，可援引议会常规第43条提呈动 

议，并获得18人或三分之一议员支持，否则 

就必须继续遵从议长的决定。 

黄 
瑞 
林 
强 
调 
朝 
野 
议 
员 
都 
必 
须 
尊 
守 
服 
il 士 

衣 
指 

I南 

沒條文禁議員引用可蘭經經文 
‘州议长黄瑞林指出，议 

会内没条文禁止议员引 

用可兰经经文，但必须拿捏正 

确和引用正确，以免引起不必 

要误会。 
一名议员助理针对上周五有 

华人议员身穿马来服装、披头 

巾一事在面子书撰写帖文，认 

为互相尊重无需把服装或经 

文字表达在身体语言上的言论 

时。 
黄瑞林周一受询时指出，这 

个集体运动是后座议员所发动 

的，以表达非穆斯林对纽西兰 

恐袭事件感到悲哀，谴责暴力 

和无伤大雅。 

至于引用可兰经内容，他则 

说，许多议员在辩论时都会引 

用一些书籍的名句，比如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也爱引述外国学 

者的话。 
“这做法是为带动内容，只 

要引述正确，州议会不加以干 
涉。“ 

•黄洁冰因身体不 

适，上周州议会向议 

长黄瑞林请了 3天病 

假，周一以全黑装扮 

出席议会。 

.逢第2 1 2届警 

,察曰，多名 

州议员或受邀出 

席庆典，以致上 

午时段的雪州议 

会有7名州议员缺 

席，其中4人来自在野党！ 

雪州议长黄瑞林指出，雪州的在野党议 

员只有6人，而缺席的人数竟多达4人，只 

有士毛月州议员查卡里亚和昔江港州议员 

拿督阿末尤诺斯出席。 

適逢警察曰慶典 

上午時段7議員缺席 
适 

“巫统双武隆州议员拿督三苏丁、双溪 

亚依斗哇区州议员礼占依斯迈尔、双溪班 

让区州议员拿督莫哈末安然、乌鲁安南区 
州议员拿督罗斯妮一律缺席。” 

他说，至于缺席的后座议员则是武吉加 

星州议员拉吉夫、沙白州议员阿末慕斯达 

因和苔冬加里州议员哈鲁马依尼，其中哈 

鲁马依尼最终有进入议会厅。 

他坦言，可能缺席的州议员是为出席警 

察曰的庆典，但身为州议员，应珍惜开州 

议会的时间，把握机会进行口头提问。 

Page 1 of 2

26 Mar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233,713 • Page: C3
Printed Size: 55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0,849.06 • Item ID: MY0035507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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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拉港25日讯）史里肯 

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华指 

出，社区道路旁树木若阻挡 

驾驶人士视线，居协组织 

或居民可以自行或雇用承 

包商，修剪或砍除树木。 

他说，居协或居民向市 

议会申请修剪或砍除树 

木，若迟迟不见采取行 

动，是可以自行动手或 

雇用承包商代劳，这并 

不违法。 

欧阳捍华昨晚首 

次出席无拉港丰港 

园(T a m a n J u a r a 

Jay a) 2019年度居协 

代表大会，在居民对 

话会上这么指出。 

出席者包括加影 

市议员助理李文 

彬、丰港园居协主 

歐陽捍華：若擋視線 

市民爾 
席陈伟雄、秘书锺裕英及财 

政丽娜等，欧阳捍华也在会 

上移交1万令吉拨款给该居 

协组织，供基设需求。 

管理費繳納率低 

丰港园外面的爪拉路 

(Jalan Juara)地势陆斜， 

车辆下坡行驶快速，居民担 

心出入安危，要求增设路旁 

设立防撞栏及铺上路拱。 

欧阳捍华指出，发展商未 

将该路段交给加影市议会， 

他会与当地市议员洽谈处理 

方案，让居民享有居住在安 

全且有素质的社区。 

他指出，该居协向居民征 

收每月60令吉的管理费，相 

比其他社区费用来得低，但 

当地140户居民的缴纳率仅 

达70°。，是不足应付的。 

陈伟雄指出，以前花园社 

区没围篱，没雇用保安人 

员，都是向居民筹钱增设， 

希望居民踊跃缴付管理费， 

让管理工作维持下去。 

锺裕英说，居协尽力处理 

社区的事项，在有必要时才 

寻求欧阳捍华帮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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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再也市政廳捎好消息 

細家 
(八打灵再也25日讯）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推出新政 

策，允许商家申请租用商店前及商店旁五脚基其中2尺 

位，作为摆放货品用途。 

武吉加星区州议 

员拉吉夫今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时说，经他们多次申请及建议 

后，市政厅最终准许商家使用商店前的五 

脚基作为摆放货品，让商家可以达到吸引 

顾客前来消费的同时，也不用提心吊胆担 

心执法人员前来执法。 

他说，欲使用商店前及商店旁五脚基的 

商家，即日起可前往市政厅柜台领取表格 

或登入官网下载表格，以向市政厅提出申 

请。 

雙贏解決方案 
•廖先生（商家） a们过去一直争取合法使用五脚 

基作为摆放货品用途，如今市 

政厅推行的新措施可说是一个双赢 

的解决方案。 

我们过去都一直面对接获罚单及 

货品被充公问题，罚单的价格远比 

每月90令吉租金来得高，因此我认 
为每个月90令吉租金是合理的。” 

更安心做生意 

“商家是以租借的方式使用五脚基，必 

须每个月缴付90令吉租金给市政厅，商家 

申请时必须缴付1000令吉上期。” 

兩尺處貼警戒線 

他说，市政厅接获申请后，会到申请者 

的商店五脚基上的两尺处贴上警戒线，作 

为记号之余，也提醒商家正确的位置。 

“该项申请是开放让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管辖范围内的商家申请，同时对商家及市 

政厅而言，都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他说，一般商店的五脚基为7尺，市政 

厅仅允许商家使用两尺的空间，剩余的5 

尺空间作为行人步行的空间。 

“如果商家使用超过2尺的位子，同样 

会面对接获罚单及货品被充公的执法。”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陈德升呼吁商家尽快 

到市政厅提出申请，尽快获得批准，避免 

在执法人员前往执法时，再次面对接获罚 

单的可能。 

“我们在做出比较后，每个月征收90令 

吉租金。但这项措施是不开放让食肆在五 

脚基摆放桌椅，这项措施仅限余摆放货品 
用途。” 

•郭钩洋 

(八打灵k也第1区睦邻计划主席） 

货品摆放在店前五脚基以吸引顾 

‘客前来消费是我们的文化，因此 

我相信商家们都同意该措施。 

商家提出申请后，可更安心做生 

意，不用提心吊胆，担心执法人员前 
来执法。” 

将 1寸 

•拉吉夫（蹲者）捎来好消息，指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推出新措施，开放让商家申请使 

用商店前及商店旁五脚基的其中2尺位，作为摆放货品用途，右起为陈德升、廖先生 

及郭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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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M6水費飆至RM1967 (安邦25曰讯， 

母子俩居住单位每 

月水费仅6令吉i 

2月水费却飙涨超 

_°^1967•又是2月份•母子嚇一跳 
吉，让两人深感惊 

讶。 
°班登英达组屋居民诺哈斯尼达自去年 

开始，连续2年的2月份均接获逾1900令 

吉的水费账单，尽管去年的高昂水费已 

获解决，不料此惊人水费问题再度上 

演，用水量也从12立方米，飙升至1011 

立方米。 

诺哈斯尼达指出，她在本月初接获2月 

份的水费账单，惊见1月14日至2月15曰 

的水费竟然飙涨至1967令吉45仙，比平 

常每月可享有免费首20立方米水源的福 

利，差距极大。 

巧合的是，诺哈斯尼达同样在去年2 

月，首次接到水费高达1961令吉的账 

单。 
° 诺哈斯尼达当时向马华班丹区会投 

诉，通过媒体报导获得雪州水供管理公 

司的关注，经过调查证实是技术问题， 

因此同年3月取消该水费单，数额归零而 

无需付费。 

诺哈斯尼达在班登英达组屋居住超过 

20年，这是她第二次接到水费昂贵的账 

单，今日在马华班登区会虫席拿督梁国 

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希望当局介入 

调查。 

她说，58岁的她今年刚退休，没有工 

作收入，目前与26岁的儿子同住，用水 

量根本不可能达到近2000令吉，况且每 

月都不必付水费，因为水费只约6令吉， 

可以获得免费水的福利。 

“我询问左邻右舍是否也接到高额水 

费账单，他们都说跟平常一样。” 

诺哈斯尼达今年初致电雪仲I水供管理 

公司申诉，大约2天后一名负责人回电， 

要求她自行检查住家是否出现漏水的情 

？兄。 
。“我儿子关完家里所有水龙头，但水 

表都没运作，水表数字也没有快速转 

动，证明没有漏水的问题。” 

1J«T.45 

•诺哈斯尼达1月份水费仅6令吉84 

仙，岂料2月份水费却高涨至1967令吉 

45仙，涨幅超过280倍! 

梁國偉：要求介入調查 
|督梁国伟指出，他将会致电雪州水 

.供管理公司负责人，要求当局介入 

调查，他同时也会继续跟进此案件。 
“妇女已经检查水表和家里的水龙 

头，也发现没有损坏或漏水。” 

他不希望看见雪州政府这边厢免费 

水，那边厢却出现水费高涨的问题。 

梁国伟说，该妇女居民去年曾向他投 

诉同样的问题，新闻见报后，当局很快 

就查出问题根源，并取消该账单，显示 

出媒体拥有一定的力量。 

出席者包括马华班登区会委员谢国良 

和曹国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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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元水費飆漲至1967元 
婦女嚇到手軟 

•诺哈斯尼达（右二起）向梁国伟、 

曹国鸿（左)及谢国良（右）申诉， 

她连续两年的2月份都异常接获水费高 

涨至逾千令吉的账单。 

(吉隆坡25日讯）— 

名甫退休的58岁妇女与 

26岁儿子，同住一屋檐 

下，每个月平均6告吉的 

水费，但是2月份的水 

费，突然飙涨超过280倍 

至1967令吉，吓到妇女 

手软，找人求助。 

居住在雪州班登英达 

组屋超过20年的诺哈斯 

尼达，自去年开始，连 

续两年的2月份均接获逾 

1900令吉的水费账单。 

虽然去年的高昂水费 

问题已获解决，不料今 

年惊人水费问题再度上 

演，用水量亦从12立方 

米，飙升至1 01 1立方 

米。 

诺哈斯尼达今日在马 

华班登区会主席拿督梁 

国伟召开的记者会上， 

希望当局介入调查。 

她说，去年2月，首次 

接到水费高达1961令吉 

的账单。当时，她通过 

媒体报导获得雪州水供 

管理公司旳关注，经过 

调查证实是技术问题，. 

因此同年3月取消水费 

单，数额归零，无需缴 
付水费。 ‘ 

不过，她透露，在本 

月初，她接获2月份的水 

费账单，惊见1月14日至 

2月15日的水费竟然飙涨 

至1967令吉45仙，比平 

常每个月可享有免费首 

20立方米水源的福利， 

差距极大。 
“这是我第二次接到 

水费昂贵的账单。我今 

年刚退休，没有工作收 

入，目前与26岁儿子同 

住，用水量根本不可能 

%到近2000令吉，况 

每个月都不必缴付水 

费，因为水费只是大约6 

令吉，可以获得免费水 
的福利。” 

邻居水费正常 

诺哈斯尼达说，她曾 

询问左邻右舍是否接到 

水费这么高的账单，他 

们都说跟平常一样。 

诺拾斯尼达说，她致 

电雪州水供管理公司申 

诉，大约2天后一名负责 

人回电，要求她自行检 

查住家是否出现漏水的 

情况。 

对此，她的儿子关完 

家里所有的水龙头，但 

水表都没有运作，水表 

数字也没有快速转动， 

证明没有漏水的问题。 

(TSI ) 

• . …  . • …  

Baki Terdahulu RMO.OO 

Bayaran Sehingga Kin't RM 0,00 

Baki Belum Dijelaskan RM 0.00 

Bil Semasa (Bayar Sebelum 18/03/2019) RM 1,967.45 

Jumlah Perlu Dibayar 絲‘ ‘；Htt 1,967^5 

— J  
奴涨至1%7令吉45仙。 

檢查水錶沒損壞漏水 
对水费突然飙涨一事，拿督梁国伟说，妇女已经检查水表 

"tr和家里的水龙头，发现没有损坏或漏水，因此他将会致电 

雪州水供管理公司负责人，要求当局介入调查。 

他在马华班登区会姜员谢国良和曹国鸿陪同下，在记者会上 

说，他会继续跟进案件，并且不希望看见雪州政府这边厢免费 

水，那边厢却出现水费高涨的问题。 

梁国伟说，妇女去年曾向他投诉同样的问题，新闻见报后，当 

局很快就查出问题根源，并取消账单，显示媒体拥有一定的力 

量。（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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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水务管理机 

@构去年已启用 
“智能支援系统” 

(Intelligent Support 

System )‘以监督 

州•内的水质和水量问 

题。 

该总监拿督哈欣奥 

斯曼说，一旦发现水 

所输出的水源超过 

平时的情况，该机构 

就会通知雪州水务管 

理公司。 

在场包括雪州秘书 

拿督莫哈末阿敏和雪 

州议长黄瑞林。（TSI) 

他说，水位在去年年底更达致95%至 

100% » 
阿米鲁丁是今日出席州政府月常集会上这 

么指出；此月常集会首次由雪州水务管理机 

构(LUAS )主持。 

他说，即使炎热气候延续至4月，州内的 

水坝储水量都可以达到民众的需求，应付每 

日高达48亿公升的用水量。 

确保水源不被污染 

他解释，州政府不仅会经常监督水坝的 

水位，也会进行“离河蓄水池” （off-�iver 
storage )计划与抽水湖水行动，作为后备 

用水，以免发生水源不足的问题。 

不过，尽管水源充足，但州政府的相关单 

位都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确保水源不被人 

蓄意污染，才不会出现水源不足的情况。 

阿米鲁丁举例，在巴生永安镇的污染事件 

中，能在在72小时内就成功清理，有赖于 

各单位的配合，河流的污染才不会进一步恶 
化。” 

此外，他披露，根据雪州环境局2017年对 

州内河水素质报告，其中登宜河与安南河的 

河水都是干净的。 

不过，他指出，冷岳河、巴生河、雪州 

河、雪邦河及双溪毛糯河的水质则是处于普 

通的状态；柏龙岗河、艾依布溯河、克拉容 

河、柏纳斯河及古腰河则受到污染。 

“受污染的河流仅有克拉容河、古腰河 

的一部分落在雪州境内，其它的落在吉隆 

坡。”阿米鲁丁希望即将在出炉的2018年河 

流素质报告，有所改变。（TSI ) 

(沙亚南25日讯）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透露，雪州7个水坝 
‘"""* 

都处于良好的状态，蓄水量充 

沛，目前的水位达80%，足以 

应付3个月的干旱期。 

大臣：7水壩水位80% 

雪蓄水量可撐3個月 

謹會 
识，79%会自行携带环保袋及69%认 

为征收20仙的塑料费是合理。 

他补充，根据上述民调，有多达 

91%民众醒觉免塑料袋意识，并通过 

商场、报章、网络等途径了解有关环保 

意识。（TSI ) 

2025年全面禁塑料袋 

掌 
管雪州环境、绿色 

•工艺、消费人、 

科学、工艺及革新事务 

的行政议员许来贤说， 
州政府推行的“零塑料 

袋”措施，将在2030年 

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 

料袋。因此，雪州政府 

将比联邦政府提早5年， 

即在2025年全面落实禁 

止使用塑料袋措施，但 

仍需视厂家是否已准备 

好，生产替代塑料袋供 

市场需求而定。 

许来贤在回答行动党 

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 

的口头提问时说，州政 

府建议的塑料袋替代品 

包括可分解塑料袋、环 

保袋及纸袋。 

他说，州政府推行旳 

“零塑料袋”措施是配 

合能源科艺及环境部于 

去年1 0月1 7日推行的 

(2018年至2030年零 

次性塑料路线图》计 

划，在该计划下，将在 

2030年全面禁止使用一 

次性塑料袋。 

许来贤强调，州政府 

会与能源科艺及环境 

部、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长、地方政府等单位合 

作，以进行相关活动， 

来支持有关政策。（TSI) 

•阿米鲁丁（左二）在哈欣奥斯曼、 

黄瑞林及莫哈末阿敏等人陪同下，在 

州政府月常集会上，为“智能支援系 

统，，进行推介礼。 

智
能
支
援
系
统
監
督
水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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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水源從工廠流出 

電池廠受查後已維修 
：^丨匸来贤在伊党昔江港州议员阿末尤努斯的提问，作出总 

R"结表示，雪州环境局在2月18日接获位于仁嘉隆工业区 

的电池厂导致河流污染的问题，并于19日展开调查行动。 

他指出，这间工厂是生产可重复使用的电池，根据调查发 

现，污染的河流铅水与该工厂的化学物一致。 

“该厂已进行维修，并在3月12日再次进行调查时，发现 

已没有污染的水源从该厂流出。” 

许来贤说，该厂受促要确保河流及空气污染系统需受到控 

制，并遵守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TSI ) 

黄思漢：全面切斷水電 

有效取締非法洋垃圾廠 

@管雪州环境、绿色工 

艺、科学、工艺、革 
精獲 

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的 

行政议员黄思汉说，根据在 

瓜冷县取缔非法洋垃圾工厂 

的经验，全面切断水电是最 

有效和确保非法工厂不再运 

作的方式，因此当局发现仍 

有罔顾的非法洋垃圾工厂在 

被取缔后继续运作，州政府 

将与国家水务委员会及马来 

西亚能源委员会商讨，以切 

断有关工程的水电。 

他在回答行动党班达马兰 

州议员梁德志的口头提问时 

说，雪州6个地方政府管辖 

范围中，发现有多达107间 

洋垃圾非法工厂，其中99 

间已通过联合取缔行动遭取 

缔，而在这99间工厂中，已 

有48间已经全面停止运作。 

“目前多达6宗案件被环 

境局提控上庭，罚款高达38 

万9000令吉，并囚禁1天， 

地方政府将与环境局将继续 

合作，作出监督。” 

黄思汉说，环境局在去年 

7月至今年2月，调查多达 

127宗案件，其中建议提控 

上庭的多达50宗。 

他指出，瓜冷县至今已针 

对非法洋垃圾工厂设立在农 

业地上，并发出3封通知函 

给地主。 

“当局会先发出7A通知 

函，之后发出7B通知函，若 

地主无法修复有关土地，最 

终将发出8A通知函。” 

洋垃圾课题获得众州议员 

踊跃参与附加提问，包括梁 

德志、公正党巴生港口州议 

员阿兹米占、公正党依约州 

议员依德利斯及伊党昔江港 

州议员阿末尤努斯。 

黄思汉针对阿兹米占在附 

加提问时询及，地方政府是 

否需要向当局提呈报告，才 

能切W水电的问题时说，根 

据马来西亚能源委员会的回 

复，若要切断电源，需要地 

方政府通知有关工厂是非法 

运作的信函。 

他指出，在接下来的取缔 

行动，将会确保附上要求切 

断能源的信函给国能及雪州 

水务管理公司。 

此外，阿末尤努斯也询及 

州政府是否会成立一个特别 

委员会，以有效防止非法洋 

垃圾工厂设立；黄思汉则 

说，业者在设立非法工厂时 

不会通知政府，而且难以被 

发现，但州政府已成立一支 

由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为首 

的洋垃圾特别专案小组，以 

监督有关课题。（TSI ) 

新及消费人事务的行政议员 

许来贤披露，雪州政府于今 

年分配给精明雪州传递单 

位（SSDU )的资金数额为 

1000万令吉。 

他回答公正党武吉兰樟 

州议员黄洁冰的口头提问 

时说，在2018年及2019年 

分配给精明雪州传递单位 

(SSDU )的资金数额，分 

别为1800万令吉及1000万 

令吉。 

许来贤说，雪州政府在201 8年及 

201 9年持续进行多项雪州精明计划 

(Projek-projek Smart Selangor)， 

并一一列出所有计划。（TSI) 

2018年及2019年雪州精明计划 

2018 年 

雪州泊车系统及罚单综合计划 

强化线上社区意见（Community Opinions 
On-Line，COOL) 

精明巴刹及精明农民组织（Pasa�Pintar dan 
Peladang Pintar) 
强化雪州智能向应(Intelligent Response 

Selangor) 

可行性研究：雪州广域网络 

可行性研究：雪州精明数据中心 

交通流量综合系统 

闭路电视分析系统 

雪州精明巴士站 

雪州精明指挥中心 

空气质量监测指数 

雪州精明城市会议及展览 

雪兰莪精明创新创业加速器（S m a r t  
Selangor Accelerator Program ) 
雪州精明卓越中心(Smart Selangor Centre 

of Excellence ) 

雪州精明警卫（S u k a r e l a w a n  S m a r t  
Selangor) 
雪州精明无现金社区 

2019 年 

强化雪州泊车系统及罚单综合计划 

雪州广域网络 

雪州精明数据中心 

强化闭路电视分析系统 / 

大数据分析(Big Data Analytics ) 

精明再循环(Smart Recycling ) 

亚马逊云端服务(AWS Cloudstart) 

精明街灯 . 

强化雪州精明指挥中心 

扩充雪州精明巴士站 

雪州精明城市会议及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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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25日讯）行动党武吉 

加星州议员拉吉夫披露，经他们多次 

申请及建议后，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推 

出新措施，允许商家申请租用商店前 

及商店旁五脚基的其中两尺位，作为 

摆放货品用途。 

他今天在记者会上说，市政厅准许 

商家使用商店前的五脚基作为摆放货 

品，让商家可以达到吸引顾客前来消 

费的同时，也不用提心吊胆担心执法 

人员前来执法，因此欲使用商店前及 

商店旁五脚基的商家，即日起可前往 

市政厅柜台领取表格或登入官网下载 

表格，以向市政厅提出申请。 

以90元租借两呎范围 

拉吉夫说，商家是以租借的方式使 

用五脚基，必须每个月缴付90令吉租 

金给市政厅，而且商家在申请时必须 

缴付1000令吉上期。 

他解释，市政厅接获申请后，会到 

申请者的商店五脚基上的两尺处贴上 

警戒线，作为记号之余，也提醒商家 

正确的位置。 

他透露，该项申请是开放让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管辖范围内的商家申请， 

同时对商家及市政厅而言，都是一个 

双赢的解决方案。 

‘‘一般商店的五脚基为7尺，市政厅 

仅允许商家使用两尺的空间，剩余的5 

尺空间作为行人步行的空间。如果商 

家使用超过2尺的位子，同样会面对接 

获罚单及货品被充公的执法。” 

另一方面，八打灵再也市议员陈德 

升呼吁商家尽袂到市政厅提出申请， 

尽快获得批准，避免在执法人员前往 

执法时，再次面对接获罚单的可能。 

不过，他指出，这项措施是不开放 

让食肆在五脚基摆放桌椅，这项措施 

仅限于摆放货品用途。（TSI) 

商家獲准五腳基擺貨品 
拉吉夫：可向市廳申請 

须
提
出
申
请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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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拯员协助将女婴救出突场。 

(八打灵再也25日讯）傍晚约4时 

_•旳一场大雨，导致甘榜拿督格拉末也 

发生水深达3呎的闪电水灾，受困灾区 

内的1名15岁残障少女和1名4个月大 

的女婴，庆幸被及时到场的消防与拯 

救队救出。 

消拯队指挥官苏海米在受询时说， 

洪水袭击10间住家及数辆轿车，但没 

有造成人命伤亡。 

他说，下午4时20分接获投报后， 

他们即刻调动3辆消防车及1 7名消拯 

大雨带来闪电水灾，遮拉帝路往安邦路方向的车辆被迫缓慢行驶c 

坡數地區因雨成災 

殘障少女和女嬰獲救 
员前往灾场施援。 

"消拯队这项旨在确保灾区排水系 

统操作正常的行动直至下午5时41分 
才结束。” 

另一方面，导致吉隆坡遮拉帝路 

(Jalan Jelatek )往安邦路方向约100 

公尺长的路段发生水灾。 

吉隆坡市政局综合交通资讯系统 

(ITIS )接线员阿兹里在受询时说， 

根据该系统于下午4时接获的投报，发 

生水灾的路段是从敦拼先翁兵营前方 

一直蔓延至100公尺之外，车辆只能 

缓慢行驶。 

他表示，突然而来的水灾于下午5时 

在水完全退去后恢复正常。 

与此同时，彭亨路中华小学前方的 

双向车道，即分别前往文良港及彭亨 

交通圈的道路，同样于下午约4时发生 

水灾，但水位于下午5时许退去。 

无论如何，彭亨路的交通在雨水于 

下午6时20分停止后并没有改善，依 

然非常缓慢。(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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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5日讯）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指出，目 

前各水坝水位的状况良 

好，足以应对3个月的 

干旱期。 

无论如何，他表示 

这不包括水源污染的问 

题，所以需要每个单位 

监督。 

雪大臣：各水坝水位良好 

水供够应对3个肝旱 
阿 

米鲁丁说，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赛韦 

尔巳说过，雪州不会如同其他州属，面对水 

供危机；州政府在应对水供问题上，还有结合储存河 

7jC系统或布云造雨的方案。 

阿米鲁丁今早出席雪州水供管理机构所举办的常 

月集会时这么说。 

他说，作为先进的州属，公务员必须要有前进的 

思维、技术和管理。 

“在巴生永安镇的污染事件，每单位都扮演本身 

角色，72小时内就成功清理，现今巾央政府在拟定 

相关法令时，小部分更是参考雪州管理机构的法 

令。” 

他指出，中国已拟定未来百年的计划，但成功或 

否就依靠后代去执行，所以公务员必须时刻向前看。 

他说，各单位的行动必须如同一个闭队，他知道 

还有一些单位，仍“害羞”未和其他单位打成一片。 

“现今的通讯工具方便，希望各单位都能够丁作 

如一个团队。” 

出席者还有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及雪州议长 

黄瑞林。 

阿米鲁丁（ 

敏和黄瑞林 

左二）推介雪州水供机构所使用的智能支援系统 

；左是哈欣奥斯曼。 

右起莫哈末阿 

智能支援系统掌握输水数据 
雪州水供管理机构总监拿 

督哈欣奥斯曼指出，为了有效 

管理水务，该机构从去年起就 

启用智能支援系统（LISS)， 

掌握每一刻的输水数据。 

他说，若水坝输出超出平 

均的水源，他们就会告知雪州 

水供管理有限公司。 

“各水坝是按照需求输 

水，一些是1200万公升水 

源，也有些是800万公升。” 

他说，成立20年的雪州 

水供管理机构，巳拟定5项条 

例，用来监控与水务有关的事 

务，从而保护州内的水供。 

他指出，该机构严厉监 

督，涉及水供区的丁程，包括 

大道、桥梁工程、电能工程 

等a 

“为了全面监控水质污 

染，该机构也建立化验室，协 

助鉴定污染水源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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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市会主席 

沙尤迪料调掌灵市厅 

报道：林海霞 

(加影25日讯）《南洋商报》 

探悉，加影市议会主席拿督沙 

尤迪料在近期被调往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掌门”。 

据了解，加影市议会内部 

已提前在本月21日下午4时 

为沙尤迪举办欢送会，欢送仪 

式照片当天下午5时许上载到 

加影市议会的面书。 

不过，在了晚上时段，有 

罗斯里 沙尤迪 

关的帖子却被删除了 

到奇怪。 

令人感 

© Album MAJLIS PERPISAHANYDPMPKj • 

Majlis Perbandaran Kajang added 16 
’， new photos. 

MAJLIS PERPfSAHAN YBHG. DATO' YANG 
DIPERTUA MPKj 

TARIKH - 21 MAC 2019 
MASA: 4,00 PETAWG 
TEMPAT: MENARA MPKj 

加影市议会内部已在本月21 

日提前为沙尤迪举办欢送会。 

有关帖子后来被删 

消息说，加影市议会提早 

为沙尤迪举办欢送会，以配合 

他清假期，目前沙尤迪休假 

中，其职务由副主席纳姆丁暂 

代。 

消息说，若沙尤迪在4月 

调职，将直接到八打灵市政厅 

上班。无论如何，消息表示， 

截至今天，沙尤迪仍未接获调 

职的正式函件。 

沙尤迪被调职之事是于去 

年9月开始盛传，他留下的空 

缺将由乌鲁冷岳县长拿督罗斯 

里接棒；而八打灵原任市长拿 

督阿兹兹调往雪州发展局 

(PKNS)出任总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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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议会 

今年杪至2022年 再增541精明租屋单位 
(莎阿南25日讯）雪州政府将在今年杪至 

2022年，再增加541间精明租屋房屋。 

掌管雪州房屋及城市生活事务的行政 

议员哈妮查今早回应士文达州议员达罗雅 

的口头提问时表示，雪州政府在精明租赁 

房屋计划下，会有983间房屋分布在各 

县，目前已完成的精明租赁房屋共有341 

间 

“今年3月则有101间完工，目前公开 

供民众申请。” 

她说，精明租赁房屋是项5年的扶贫 

计划，让租用者可拥有自己的家，脱离贫 

穷；参与计划者，可在期满后，取回30% 

的租金，作为他们购买我的雪兰莪精明房 

屋的首期费用。 

她说，州政府也通过雪州房屋与产业 

机构，协助合格的租户购买旗下的单位， 

实现居者有其屋。 

刘永山任县署与土地局遴选委会主席 
雪州议会今日通过多项动议，同时， 

因议员调升及离世等，多个特别遴选委员 

会委任新任主席和委员，包括雪州县署与 

土地局特别遴选委员会由万津区州议员刘 

永山任新主席，取代已被委任为雪州行政 

议员的凯鲁丁。 

另无拉港区州议员黄诗棋被委任为委 

员，取任刘永山所留下空缺，斯里斯迪亚 

区州议员哈里米被委任为地方政府特別遴 

选委员会委员，取代前已故士毛月区州议 

员峑迪亚所留下的空缺，新任的士毛月区 

州议员查卡利亚则被委任为委员，取代乌 

鲁安南区州员拿督罗斯妮。 

在议会管理特别委员会，士文打区州 

议员达罗雅取代凯鲁丁，成为该委员会新 

任主席。 

雪州能力、公信力及透明度特别遴选 

委员会，万达镇区州议员嘉玛丽亚被委为 

委员， 

此外，州议会也通过由杜顺大区州议 

员艾德里提呈的贫穷最低收人指南报告、 

柏马登区州议员罗查娜所提呈的园丘工人 

报告及摩立区州议员哈斯努提呈的绍佳那 

布特拉镇的天桥的报告。 

黄思汉：拆非法小贩档口须先调查 
议会另动议讨论淡江区州议员沙阿里 

提呈的有关非法摊位、小贩问题，全一致 

获得通过。 

黄思汉指出，地方政府在拆除非法小 

贩档口前，都会事先调查，一般大众投诉 

是安全与卫生问题。 

他说，地方政府也尝试安排小贩在合 

适地点摆卖，但面对没有合适地点的挑 

战，以及小贩认为新地点没生意。 

无论如何，他接纳沙阿里的建议，收 

集意见讨论，拟出更好的管制措施。 

议会在今日宣布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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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 L D E N C E N T R A L  

暴雪州议会 

许来贤：•者要求才给 
2025年落实零弃塑料袋 

雪州政府将比中央政府提 境部于去年w 刀制定指南 

7月起不主动搬吸管 
(莎阿南25日讯）雪州政府于2017年推动无塑料 管运动。 

袋运动取得不俗反应，有79%消费者自动携带环保 通过这项运动，商贩不再主动提供吸管，只在 

袋购物，因此，州政府将在7月1日展开零塑料吸 消费者的要求下供给。 

掌 
管雪州科学、工艺及 

•革新事务的行政议员 

许来贤今R出席第14届第2 

季第1次雪州立法议会总结苏 

丹御同时指出，零塑料吸管运 

动原定今年4刀1日展开，惟 

后来展延至7刀1日。 

八成民众自带环保袋 

他希望各州议员可以配 

合，更全面保护河流及环境生 

态。 

他说，一些大型购物中心 

的食肆如麦当劳、Nandos等巳 

停止主动供应塑料吸管。 

此外，许来贤指出，默迪 

卡中心在2018年11月针对州 

内零塑料袋运动展开调查显 

示，有93%受访者认同这项运 

动有助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 

79%的受访者开始肖带环保袋 

购物。 

“另外，69%民众认为征收 

20仙的塑料袋费合理，这显示 

社会人十接纳这项运动，且醒 

觉意识提高。” 

许来贤说，雪州海洋义口 

计戈ll ( Selangor Maritime 

Gateway，SMG)下的巴生河复 

兴和发展计划共分为3个主要 

项0，计划于2017年开始， 

为期15年。 

两年捞4万吨垃圾 

他说，当局在56公里氏 

的巴生河安装了 7个垃圾栏以 

捞取垃圾，并于2017年2月 

至2019年1月，捞出了 4万 

4078公吨的垃圾量。 

他说，修复巴生河 

计划分为维修位于巴生 

直落加埔的一处前垃圾 

十埋场，56公里的沿 

河也将进行发展计划， 

以通过发展计划承担耗 

资钜款的修复巴生河计 

划。 

“首期计划主要是在位 

巴生区的22公里的巴生河， 

总共有5项计划已被鉴定，至 

于第二和第三期计划也将于未 

来进行。” 

雪州立法议会有多位议员缺席，包括4位反对党议员 

大臣：政府土地转让 

依法呈行政议会审核 

议员出席率低 

黄瑞林：别无故缺席 
雪州立议会今R上午出 

席率不高，反对党议员仅有 

2人出席！ 

黄瑞林提醒议员勿无故 

缺席。他说，州议会是〖丨：议 

员们针对各项问题提出询问 

的最佳平台。 

他说，据他观察，雪州 

共有6位反对党议员，但今 

日出席的只有昔江港州议员 

阿末尤努斯及士毛月州议员 

丧卡利亚，在执政党方面， 

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及沙 

丨‘丨州议员阿未慕斯达因也没 

有出席，峑冬加里州议员哈 

鲁麦尼则迟到。 

他相信，有可能今天是 

警察日，很多人民代议士受 

邀出席以致缺席议会。 

他也祝所有警察警察R 

快乐。 

另一方面，拉吉夫在午 

休后现身州议会，他接受媒 

体询问说，他上午没出现是 

因为今早选区有个重大的发 

展项0，必须参与。 

没禁发言引用可兰经文 
黄瑞林说，议会内没有 

条文禁止议员引用可兰经经 

储备金虽多服务遭诟病 

地方政府应适时回馈民众 
阿米鲁提醒各地方政府， 

勿以保存储备金为荣，有需要 

就该取出回馈纳税人。 

他强调，地方政府的服务 

常招人诟病，而过多储备金是 

没有意义。 

“地方政府的角色不是储存 

资产，W此储备金应用在道 

路、休闲场所、礼堂，以满足 

人民的需求。在拜访完各县土 

地局后，我或会到访地方政 

府，届时还会探讨，后者该如 

何使用储备金。” 

他指出，0前只有2个地 

方政府很好的应用储备金，其 

中一个就是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相信因服务表现佳，该区 

也是排名第二的开心城市。 

“我不是要地方政府用完 

储备金，反之只需留下指定数 

额就好。” 

拟设专队对付污染 

黄瑞林：不禁止议员引用宗 

教或是他国的名词或名句。 

文，但必须应用正确，以免 

诠释错误。 

他说，很多人辩论时会 

引用一些文人的名句来带动 

内容，包括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也爱引用外两的名句，州 

议会并不干涉，但最重要是 

可全面带出深意。 

询及有希盟行政议员的 

助理，针对上周五有华人议 

员身穿马来服装及围上头 

|[J，以表达对“纽两兰恐 

袭”关注一事，在社交媒体 

发表目论指互相尊重，无需 

通过服装或身体语言表达的 

事，黄瑞林说，有义运动是 

后j坐议员所发动，以表达悲 

哀及对恐袭者的谴责，无伤 

大雅。 

阿米鲁丁指出，州政府正 

考虑设立特别队伍，t?R]对付 

州内的污染或违例行为。 

些案件涉及警方、移 

所 民局、土地局和地方政府 

以有必要成立特别队伍。” 

他说，州政府在2010年 

曾要求中央政府，赋予辅警一 

些权利，无奈相信是当时的政 

见不同，所以一直没有下文， 

如今会再次向中央政府建议， 

例如让雪州水供管理机构的队 

伍，能有一些执法权力。 

雪州社青团严厉谴责对马大生的暴力行为。左起为赛夫、陈伟 

庆、嘉镇玛丽亚、王诗棋、王健伟、艾因、泰玛莱仄微及艾弗。 

前5年，于2025年落实零用 

后即弃塑料袋 

来贤说， 

能源、科 

技、科 

学、气候 

变化和环 

推动《2018-2030年零用后弃 

即塑料袋蓝图》，并计划于 

2030年全面禁用塑料袋。 

他说，雪州政府支持这项 

政策，并积极和其他相关单位 

合作，包括采取措施以更早来 

完成这0标。 

“州政府要比巾央政府提 

前5年，即于2025年就落实 

禁止用后即弃的塑料袋：同时 

也希望供应商做好准备，生产 

可替代现有塑料袋的产品如可 

生物降解塑料袋、环保袋或纸 

袋，以供应市场需求。” 

许来贤今早回答甘榜东姑 

州议员林怡威的口头提问时这 

么说。 

此外，他说，雪州政府0 

前持续推动零塑料袋运动，并 

要求业者，如超市、便利商店 

或迷你超市，向索取塑料袋的 

消费者征收20仙费用，以唤 

醒民众爱护环境的醒觉。 

许来贤：州政府将在7月推动不自 

动提供塑料吸管运动。 

关99非法洋垃圾厂 
雪州境内有高达W7间非 

法洋垃圾厂，巳有99间下令 

关闭，当中有48间是在取缔 

行动下勒令关闭。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 

员黄思汉今旱回答班达马兰州 

议员梁德忐的口头提问时说， 

以上的洋垃圾场分布在6个地 

方政府的辖内，地方政府将积 

极联合环境局展开执法行动。 

他说，雪州环境局从去年 

7刀开始至今年2月，共调查 

了 127宗，同时有6宗案件采 

取法律行动，收38万9000万 

令吉罚款及罚坐牢一天。 

“服装风波”后出席 

黄洁冰一身黑受瞩目 
早前涉及“服装风波”的 

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冰在请假 

3天后，今日以一身黑衣现身 

雪州立法议会，引起注目。 

雪州议[：(：黄瑞林于午休时 

刻接受媒体询问时，感谢各议 

员与官员的配合，维护议会的 

庄严。 

“毕竟雪州不一样，希望 

议员可做好榜样及激励。” 

上周二，雪州议长黄瑞林 

针对议员的穿着再次提醒要求 

黄洁冰一身黑色现身州议会 

引人注目 

端庄，并点名武吉兰樟州议员 

的服装为例子。尽管两人事后 

有针对服装一事作深人交流， 

黄洁冰也表示尊重议艮指示。 

不过，事发后翌日（周S) 

至周五，黄洁冰皆缺席州议 

会，引人臆测。不过根据其助 

理表示，前者是因为生病所以 

缺席州议会。 

针对此事，黄瑞林受询时 

也强调，黄洁冰并非无故缺 

席，反之有向州议会申请3天 

病假。 

黄瑞林也针对这起服装风 

波，以及上次双溪班丨丨：州议员 

为邓普勒州议员在普通日子身 

穿马来服装出席议会被指责的 

事对外抱不平，提醒议员应善 

用议会平台发表意见。 

“议员若对议长的决策有 

何不满，他们可援引议会常规 

第43条文提出动议，只要有 

18位议员通过即可展开讨论， 

“否则在违背议氏指示 

下，议长有权援引议会常规采 

取行动对付，包括禁足州议 

会，也可把事件交由州议会特 

权委员会进一步讨论追究。” 

他说，念及双溪班让州议 

员是新议员，不清楚议会常 

规，以及黄洁冰也是首次成为 

后座议员，故没有按议会常规 

追究，仅加以提醒。 

洛曼对马大生动粗 

王诗棋促莫哈末哈山道歉 
雪州社青团团长王待棋针 

对巫统最高理事洛曼率领纳吉 

支持者与马大生发生冲突与动 

粗一事，要求巫统代主席莫哈 

末哈山为此事道歉，并呼吁森 

州晏斗州选区选民，勿在补选 

投票给国阵巫统。 

王诗棋也是无拉港州议 

员，她今早在雪州议会厅召开 

记者会时强调，肖事件发生迄 

今3天，没有一位巫统成员对 

洛曼的行为作出回应，这是否 

意味着巫统允许这样的行为文 

化发生？ 

她促请莫哈末哈山对洛曼 

的行动作道歉，如果对方析回 

应此事及公开道歉，呼吁选民 

在晏斗补选勿投下神圣的一票 

给闻阵巫统。 

同时，雪州社青丨才丨副丨才丨长 

嘉玛丽亚谴责洛曼的行为为我 

国带来不健康的政治面貌，对 

他的行为感到羞耻，并赞扬该 

批马大生是勇敢的学生，敢于 

发表心声，扮演着制衡同家的 

角色。 

此外，雪州社青闭法律局 

主任艾因指出，洛曼有权坚持 

巳见，但不该在这起事件上， 

对大学生使用暴力，人民有权 

去表达心声 

她要求警方深入调查洛曼 

的暴方行为。 

出席者有雪州社青团秘书 

王建伟、组织秘书陈伟庆、党 

员赛夫、泰玛莱仄微及艾弗。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 

从2008年开始，土地委员会 

巳没参与任何土地批准丁作： 

所有政府土地转让拥有权的申 

请都得按照国家土地法典第76 

条，并提 

呈到雪州 

行政议会，衡量各相义单位对 

土地申请提出的意见。 

他今旱回答峑冬加里州议 

员哈卢麦尼有关土地申请提往 

雪州行政议会前，是否让州议 

员参与口头提问时，这么说。 

阿米鲁丁说，县行动委员 

会会针对土地申请收集各机 

构，如水利灌溉局、城乡规划 

局、地方政府技术层面 

意见，并拟出报告。 

“州议员可以通过 

县行动委员会的平台，深 

人探讨细节。” 

决策依据专业报告 

阿米鲁丁 ：从2008年开始， 

土地委员会已经没有参与任 

何土地批准工作。 

他说，从2008年开始， 

雪州政府要避免不合理的拨地 

行为，每个土地决策都得依据 

专业报告，再提呈给行政议 

会。 

他说，若行政议会对相义 

申请有疑惑或混淆，就会再提 

呈到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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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7条主要河流当中，共有5条河流属于中度污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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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5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直言，雪州7条主要河流的状况良 

好，皆适合过滤成净水；惟7条河流 

当中，只有2条河流的水源品质指数 

属于干净，另外5条河流则属于中度 

污染情况，但情况尚受控制。 

他说，根据雪州环境局201 7年的水源品质 

指数（IKA)显示，5条污染程度达到中等水平的 

主要河流，分别是冷岳河（78点)、巴生河（72 

点）、雪兰莪河（68点）、雪邦河（67点）和毛 

糯河(64点)。 

他表示，而雪州最干净的2条主要河流， 

则是丁宜河(Sungai Tengi )和安南河(Sungai 

Bernam )，两条河流的指数分别达到82和80点， 

处在干净的级别。他强调，尽管部分河流属于中 

度污染，但这些河流依然处在良好的情况，可以 

被抽取过滤成净水。 

各部门须加强合作 

「根据同样的报告，隆雪受到污染的河流 

共有5条，分别是位于吉隆坡范围的柏龙岗河、 

武梳河及布诺斯河；以及位于雪州范围的克拉容 

河和古腰河。」 

「尽管坐落在雪州境内的古腰河和克拉容 

河的确受到污染，不过雪州内并没有严重污染， 

以致被归类为『死河』的河流。』 

阿米鲁丁表明，2018年的水源品质指数报 

告即将出炉，并寄望会有改善的情况。 

另外，他说，由吉隆坡市政局和联邦直 

1^'-

_笟， 

州主要河流水质情况 

L '口J ' j上一)) 

⑩ 丁宜河（Sungai Tengi) • 82 (干净) 

» 安南河（Sungai Bernam) | 80 (干净) 

® 冷岳河(Sungai Langat) 78 (中度污染） 

::[S:里【::(:$祖《[[瓶 72 r中度污染—j 

# 雪！ill河(Sungai Selangor j 68 (中度污染） 

…!1！…雩!!哩iJ卿[E)- 67 (中度污染） 

# 毛_菏(Sungai Buiohj 64 (中度污染） 

隆雪5条污染河流 
备注:数据源自雪州环境局 

參柏五i 河 

•希诺其斤菏 

(Sungai Belongkong) 

(Sungai Air Busuk) 

(Sungai Bonus) 

^ 

參克拉容河（Sg Kerayong) 

rn 云腰河（Sg Kuyoh) 

议员有话说 

辖区部共同参与的「流域综合管理」 

(IRBM )，须确保能提升国内河流水质。 

他认为，政府部门之间必须加强合 

作，履行各自责任，以避免雪州河流被 

污染和破坏。 

他以永安镇防洪蓄水池污染事件为 

例，感谢雪州水供管理机构（ L U A S  )、 

雪州天灾管理及援助委员会（ U P B N  )、 

环境局及其他部门针对此事迅速采取行 

动，在72小时内完成清理工作，防止对 

巴生河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他表示，雪州水供管理机构目前还 

在该地点进行监管，确保没有污染事件 

再次发生。他在致词中也呼吁各方珍惜 

水源，以避免发生污染，并在获知污染 

事件时尽早联系有关单位。 

-f Is ‘ 

我: 

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 

装电眼不是万能 
.们早前采用安装流动闭路电 

，视，监视遭人随意丢弃污染废 

料的地点，确实逮到污染祸首，但 

这方法的效果，现阶段只去到能杜 

绝同一地点再出现违例倾倒废料事 

件，惟其他地区还是会发生丢弃废 

料的问题。 

瓜冷县议员洪友亮 

当场捉倒黑油者 
0过去年的洋垃圾事件后，近 

期有村民配合充当执法单位耳 

目，在发现油棕园有外来者入区倾倒 

「黑油」时即刻做出投报，让执法单 

位当场逮捕搜证。我们县议会也从早 

期悬赏投报市民100令吉，增加至300 

令吉，就是要鼓励市民做出投报。 

巴生市议员严玉梅 

可透过热线举报 
m生市议会24小时的投报热线是 

匸二03-33724820，但我们察觉到 

市民不太能掌握正确的投报管道， 

有的市民住区有安装闭路电视，摄 

录到乱丢弃固体废料的人士，但欠 

缺投报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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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5日讯|尽管国内酷热天气将维持 

到4月初，但雪州目前依然拥有足够水供。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雪州去年的水供 

情况良好，截至去年杪为止，7个主要水坝的 

蓄水量仍保持在95至100%，因此未如2014年和 

2015年般进行人造雨。 

「整体来说，州内所有水坝都处于良好状 

态，并足够供应污水处理站，以及3月至4月期 

水坝状态良好雪州水供充足 
间每曰48亿公升的需求。」 

「我们将持续观察水坝的蓄水量， 

同时实行『结合储存河水系统 4 1  (  0 R S )  

和蓄水池泵水行动（0PAK )，以确保水 

源供应的持续性。」阿米鲁丁是于今曰 

出席雪州政府常月集会时，如此表示。 

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尽管过去数 

宗水源污染事件的发生，导致污水处理 

站无法运作，但雪州的水源情况已受到 

控制，并且将不会影响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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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脚基2尺范圃 
员商家珥申请揉货 

八打炅再也25日讯|八打灵再也市政厅落实新准则，允许辖 

区内商家租用店铺前方五脚基2尺范围摆放货品。 

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指 

出，商家占用五脚基摆放出售货 

品的问题存在已久，而为了利于 

监管，灵市政厅落实让商家申请 

使用五脚基准则。 

「一般上，商业区店铺前方 

的五脚基约有7尺的空间，而在新 

准则落实下，大多商家遵循走廊 

是公用空间，允许他们向市政厅 

申请店前2尺的空间摆放货品，并 

保留剩余空间给路人行走，而并 

非以货品霸占五脚基。」 

他是今早与灵市议员陈德 

升与商家实地视察八打灵再也旧 

区尚家摆放货品在五脚基的情况 

时，这么说。「不过，这项新准 

则下，商家是不获允许摆放桌子 

在五脚基。」 

租金每月RM90 

灵市议员陈德升指出，商家 

可以每月90令吉租金1向灵市政 

厅提呈表格申请店铺前方五脚基2 

拉吉夫（左）表示，灵市辖区商家可向市政厅申请五脚基摆 

放出售货品，图右为陈德升。 -邱继贤-

尺范围摆放货品，而角落的店铺 

也可申请在店铺旁边摆放货品。 

他说，商家的申请若经批准 

需缴付一年租金，并缴1000令吉抵 

押金，官员会依据商家提呈的申请 

前来调查，在店铺前进行标记，以 

作为日后货品摆放范围监督之用。 

「灵市政厅设90令吉月租金 

是合理收费，而获批准相关申请 

的商家，若货品摆放超出2尺范 

围，便是违例摆放货品，官员将 

开出罚单，甚至扣押货品，罚款 

为250令吉。j 

他指出，商家可从灵市政厅 

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者向灵市 

政厅索取表格。 

瓷器行业者廖先生指出，商 

家在过去两年向灵市政厅两次提 

呈店铺前方摆放货品申请，但都 

遭拒绝，幸今已获批准。 

「如今灵市政厅有条件监督 

商家在五脚基摆放出售货品，如 

果商家违例摆放货品超过两尺范 

围，则应自行负责。」 

商家郭钓洋说，早期有的商 

家以店铺前五脚基摆放刚从货车 

上卸货的货品！便被执法官员开 

出罚单，有者因执法官员取缔， 

而经常把货物搬到店内，等到官 

员离去，再把货物搬到五脚基。 

「如今灵市政厅落实新准 

则，商家便可安心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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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研究调涨水费建议 
莎阿南25日讯|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重申，关于中央政府给雪 

州政府调涨水费的建议，州政府 

目前尚在审核和研究中，州政府 

必须仔细研究，或提呈另一调涨 

方式。 

阿米鲁丁指出，州政府重新 

调整水费的政策，主要也是要确 

保水费津贴能够让低收入阶层家 

庭受惠。 

「雪州现有的水费是根据 

2006年所制定的价格。有关价格 

乃根据雪州水供公司于2005年1月 

1日接收雪州水务机构（PUAS )时 

所谈好的协议。在特许的经营权 

下，每3年重新调涨原有水费。j 

「根据当初的协议，雪州水 

供公司如果执行5次调涨水费， 

》雪兰莪 
、立法议会 

雪州子民最后将负担比现有多出 

227%的水费°如果2008年不是民 

联政府执政雪州，并加强了雪州 

水供公司的协议，第四次的水费 

调整将于201 8年1月落实，水费 

将从现有的1令吉39仙涨至每立 

方米3令吉1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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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5日讯丨雪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指出，全雪州至少有 

51家非法塑料和洋垃圾厂尚在运 

作。 

为此，黄思汉表示，需要国 

家水务委员会（SPAN )和能源委 

员会的合作，通过限制水电供应 

的手段，以此作为遏制非法工厂 

运营的有效措施。 

针对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 

至少51非法工厂尚在运作 
的提问，指州政府是否有对非法 

工厂采取任何行动时，他表示， 

目前尚在跟国家水务委员会讨 

论，将确保非法工厂水供和电力 

供应，在不久的将来会被削减。 

黄思汉补充，截至目前为 

止，雪州共发现了 107个非法塑 

料和洋垃圾厂，当中有99家接警 

告信必须即刻关闭，当中有48家 

已经完全关闭。 

黄思汉也透露，为了有效监 

督和揭发非法洋垃圾厂，州政府 

也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来监督 

州内的洋垃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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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5日讯早前身穿白色外套现身雪州立 

法议会的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冰，受到雪州议长 

黄瑞林规劝后，黄洁冰今日改以一袭全黑装扮出 

席最后一天的雪州议会，再次引起瞩目。 

今曰是第十四届第二季第一 

次雪州立法议会的最后一天，然 

而上午议会的焦点，却投放在了 

黄洁冰的身上，她今日一袭全黑 

装扮，包括黑色西装配搭黑色裙 

子和黑色靴子，与本月19日身穿 

白色西装外套和白绿色裙子，形 

成强烈的对比。 

上周二，黄洁冰因身穿白色 

西装出席议会，遭黄瑞林点名批 

评不符合议会衣服规范，并强调无 

论男女议员，皆需身穿暗色西装外 

套。黄洁冰随后发声明指出，西装 

外套的选择不应成为问题，并质 

问：「在这个时代，为何男人仍需 

规划女议员的穿著方式？」 

据悉，这并非是黄洁冰首次 

穿白色西装出席议会，此前，黄 

洁冰也曾数次身穿白衣现身州议 

会，惟此次是直接被点名批评。 

黄洁冰告假多天后终于在今 

曰现身，并以一身黑色装扮和黑鞋 

重返雪州议会，再度掀起话题。 

须遵守议会常规 

惟，黄瑞林劝告朝野议员 

必须遵守议会常规，而且议长有 

权力要求议员遵守议会穿著。如 

果议员质疑议长的要求，可动用 

议会常规第45条文提出动议，如 

•黄洁冰上周二因身穿白色西装 

出席议会，而直接遭黄瑞林点名 

批评不符合议会衣服规范。-徐慧k-

i黄洁冰周一以一袭全黑装扮出 

席雪州议会，引起嘱目。-徐慧美-

7议员缺席黄瑞林：不该 果有超过三分一，即18名议员复 

议，才可质疑议长的决定。 

他说，议长在议会有绝对的 

权力，就例如早前在国会，副议 

长倪可敏动用了议会常规，下令 

丹绒加弄国会议员丹斯里诺奥玛 

禁足国会3天。而时任行动党华都 

牙也国会议员冯宝君也曾被援引 

议会常规，禁足国会长达6个月。 

瑞林指出，今早的议会共 

$有7人缺席，他强调州议员 

缺席州议会是非常不应该，作为 

民选代表应该以州议会为重。不 

过，今日刚好是警察日，一些议 

员受邀出席，故还算情有可原。 

针对上周五非穆斯林女议员 

出席州议会戴头巾的装扮，在面 

子书引起广泛争论。黄瑞林说，女 

议员是在发生纽西兰枪击案后“响 

应当地发动的「为和谐戴头巾」运 

动，以便全世界非穆斯林向穆斯林 

受害者表达关爱和权责暴力彳T为‘ 

这不应成为一项课题。 

针对黄洁冰上周缺席州议会 

_事，黄瑞林解释，黄洁冰上周 

是因身体不适而请了病假，并对 

今天对方以一身黑色服装出席议 

会表达赞赏。他说，上一届邓普 

乐公园州议员和双溪班让州议员 

也面对穿不对服装的问题，这都 

是因他们经验不足所致，故他没 

动用议会常规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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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联合鸣锣仪式，左起谢家护、陈德山、拿督谢悦良、黄思汉、阿末慕斯达 

因、拿督莫哈末法西亚，诺拉山、郑隆闻、欧阳捍华、郑隆枝及拿督谢良益。 

沙白安南自願消防隊 

晩婁籌獲19萬破目標 
(沙白安南2 5日 

讯）沙白安南自愿消防 

队，前晚在沙白河畔桃园 

亭关帝庙戏台主办庆祝成 

立25周年纪念暨筹募购置 

消防车与灭火器材配备基 

金晚宴，共筹获约19万令 

吉，突破筹款预定目标。 

晚宴筵开100席场面 

热闹，同时也邀请房屋暨 

地方政府部部长祖莱达为 

主持开幕仪式，以示隆 

重。祖莱达未克出席， 

由雪州消防及拯救局总监 

诺拉山代表主持开幕及致 

词。 

诺拉山： 

盼队员积极训练 

诺拉山说，消防员 

肩负艰辛的救援工作任 

务，范围包括火灾、水 

灾、土崩等事故。 

他希望自愿消防队 

队员积极参与当地消防 

及拯救局进行的训练活 

动，以增广知识，提升 

救援工作效率，为社区 

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大会主席郑隆闻致 

词说，沙白安南自愿消防 

队在1995年6月13日获得 

社团注册局正式批准注 

册，这20多年来义不容辞 

地协助沙白安南消防及拯 

救局进行救灾工作，为社 

会略尽绵力。 

他说，在2010年10 

月2日，该会曾经主办筹 

募兴建会所基金晚会，获 

得各界热心人士的鼎力支 

持，终于拥有了一个家。 

救火設備陳舊不完善 

拉山继说，目前该队拥有的救 

@火设备已经陈旧，且不完善， 

加上近年沙白屋.�lk迅速发展及扩建高速 

公路等因素，添置消防车及新的灭火器 

材与配备是当务之急，以便能够为社区 

人民提供更完善及更有效率的服务。相 

继在宴会上致词的嘉宾包括沙白安南国 

会议员拿督莫哈末法西亚、沙白区州议 

员阿末慕斯达因、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及雪州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华。 

他们在发言时皆赞扬沙白安南自愿 

消防队对当地社区的服务表现和贡献。 

同时希望该队在添置了新的灭火器材配 

备后，为社区提供更好的服务。 

•SS物_阁聽瞧 
I 'EiiaATUM HOMEA SIWRa* PEKAH SABUi HEH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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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名誉 

顾问拿督谢悦良 

(左二）在黄思 

汉（左）、大会 

主席郑隆闻及开 

幕人诺扭山（右 
一及右二）的陪 

同下开启剪彩亮 

灯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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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25日讯）巴生八打灵英达花 

园部分居民反对当地某洋房改为寺庙用 

途！ 

该花园居民拿督马念和拿督莫汉 

达斯在昨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 

出，该区•处有12块洋楼屋地，巴生市 

议会已把该区域规划成住宅区用途。目 

前该处有30间洋房，居民住在该区已有 

30多年，向来相安无事，可是约七个月 

前，其中•块洋楼屋地竟突然兴建一间 

单层洋楼并改为寺庙，屋外也安置一个 

大香炉® 

逢法会周围停泊多辆车 

他们说，住宅区兴建寺庙_ •事，遭 

全体居民的反对，因为严重影响他们的 

作息，尤其晚上，该寺庙进行法会或诵 

经祭拜仪式，加上外来的信徒都把车辆 

停泊在该区周围，即寺庙内停泊10至15 
辆车，隔壁空地也停放多辆车子。_ 

他们指出，该区居民除了多次向巴 

生市议会、巴生区国会议员査尔斯、班 

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等投诉，也向雪 

州行政议员兼哥打哥文宁区州议员甘纳 

巴迪劳投诉，并要求他到现场视察和了 

解情况，期盼他能协助解决居民所面对 

的问题。 

“这间单层洋楼外面起初漆上 

白色，但获得巴生市议会发出住拥证 

(CCC)后，内部就进行大装修，并把 

颜色改为紫色。” 

他们表示，巴生市议会曾召集该屋 

主，与居民进行对话讨论，屋主和会测 

师指该建筑物只供住宅用途0但当屋子 

完工后，竟然被改为寺庙用途。 

居民希望，负责相关事务的雪州行 

政议员能采取适当的行动，解决洋楼改 

建寺庙问题。 

居民认为，新马来西亚政府强调法 

治精神，因此希望不会有滥权事件。若 

此问题无法妥善解决，居民将向反贪污 

委员会投诉，并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 

梁德志：求助行政議員尋雙臝方案 

梁 
德志表示，他确实已接获有关 

的投诉，而且也听过双方的说 

词；目前他会替二造寻求雪州行政议员 

甘纳巴迪劳的协助，从中商讨出一个双 

赢的方法，平息这宗邻里纷争事件。 

“双方各有说法，-边称影响作 

息；另一边厢则说已耗资巨款落成建 

筑，现在只能找雪州行政议员商量，寻 

求折屮方案处理。” 

巴生八打靈英達花園居民 反對洋房改建寺廟 

巴生八打灵英达花园居民，反对洋房改为寺庙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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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提問申遺標準資格 

(吉隆坡25日讯）旅 

游、艺术及文化部长拿督莫 

哈末丁哥达比在国会面对议 

员的提问时，竞以“我不记 

得”来作回应。 

巫统江沙国会议员拿汀玛 

斯杜拉在国会下议院提出附加 

提问，要求部长说明要将本地 

文化或产品，如大马美食向联 

合国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标准及资格是什么。 

不过，莫哈末丁哥达比冋 

应说：“有很多标准 但是 

我不记得啦。 

”如果尊贵的议员可以接 

受，我想针对标准，我会以书 

面回应，所以尊贵的议员可以 

阅读这些标准究竟有多少。“ 

不熟悉议会程序 

另外，莫哈末丁哥达比显 

然也对议会程序相当不熟悉。 

国会口头问答环节的部长 

回应时间是3分钟，若时间已 

到.议会厅内的提示声便会响 

起。不过，议长不会打岔或要 

求部长停止回应，部长也会主 

动继续发言。 

在回应公正党乌鲁雪兰莪 

区国会议员廖书慧的提问时， 

莫哈末丁哥达比一听到提示声 

响起，他突然询问议长：“提 

示声响起了，请允许我继续， 

如果（议长表示）可以，我就 
继续” 

主持议会的国会下议院副 

议长拿督莫哈末拉昔则表示， 

由于3分钟限时已到，因此他建 

议部长在回应附加提问的时候 

继续回应。 

然而，莫哈末丁哥达比却 

继续回应，直到有国会议员发 

出笑声，他才望着副议长询问 

“附加提问？ ”，方才坐下。 

雪新古毛拟列遗产区 

另-方面，莫哈末丁哥 

达比表示，目前正在评估将雪 

州新古毛列为国家遗产区，方 

能向联合国申请成为世界遗产 

区。 

他周一在国会下议院回答 

公正党乌鲁雪兰莪区国会议员 

廖书慧的提问时，表示国家遗 

产局、雪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正 

在进行相关工作。 

他也透露，国内目前有302 

个国家遗产区，4个世界遗产 

区。 

Page 1 of 2

26 Mar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294,476 • Page: 7
Printed Size: 25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8,018.87 • Item ID: MY0035507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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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夭 
道 
休 
息 
站 
2 
億 
地 
價 

I 
府 

x 
程 
部 
旧 

商 
中 

(沙亚南25日讯）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 

共交通及华人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 

披露，雪州政府正与T_程部进行数轮洽谈，以 

追讨州政府批出的大道休息站地段中还没缴付 

的大约2亿令吉地价（ premium tanah ) 0 

他今日在雪州议会回答行动党万津区州议 

员刘永山的口头提问指出，代表雪州政府的州 

经济策划单位于今年1月3日参与由经济事务部 

主导的_ •项协调会议中，与财政部、1：程部、 

天然资源部和联邦土地及矿务局总监，进行就 

解决大道休息站土地课题的会谈。 

“与此同时，州财政司也在州行政议会中 

提出该课题，州政府会继续向联邦政府跟进， 

以确保大道休息站在雪州土地的地价问题获得 

解决，从而提升州政府的财政收人。” 

黄思汉指出，州政府除了向大道休息站 

收取地契转换的地价和地税，也向在休息站内 

做生意的商家和贩商收取营业执照费、小贩准 

证、临时经商、流动经商、电子板发光广告牌 

和非发光普通广告牌执照费等。 

他指出，州政府向大道休息站征收地价和 

地税的前提是，有关地段须根据国家土地法典 

第76条文，消除州政府对该地的拥有权、由联邦土地委员会 

发出一号目录表格，根据市价对土地进行估价，以得出征收 

±也价、在地主缴交地价后注册土地拥有权、及地主须每年按 

时缴付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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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乃日讯）掌 

管雪州房屋及城市生活事务 

的行政议员哈妮査指出，在 

精明租屋计划(Skim Smart 
Sewa)下，州政府让租户以 

租赁5年方式居住在我的雪 

兰莪房屋，并在5年后退还 

租金的30%，作为购买房屋 

的首期付款。 

她今早在回答公正党士 

文达州议员达罗雅的口头提 

问时表示，州政府通过雪州 

房屋与地产局，若我的雪兰 

莪房屋计划仍有单位空缺， 

将优先给予精明租屋计划租 

户提出申请。 

她说，惟申请者仍須符 

合所需条件，最终将协助申 

请者拥有自己的房屋，而无 

需再继续租屋。 

雪州提供983个单位的我的 

雪兰莪房屋出租，其中341个单位已经出 

租，101个单位已竣工并将开发放申请， 

另外541个单位正在兴建。 

她指出，开放给民众申请的101个单 

位分别坐落在实达阿南De Kiara组屋（30 
个单位）、实达阿南Seroja组屋（11个单 

位）、武吉丁宜Trifoh公寓（30个单位） 

及蕉赖陈明珍珠组屋（30个单位）： 

她表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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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25日讯）掌 

管雪州环境、绿色工艺、消 

费人、科学、工艺及革新事 

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指出， 

雪州政府将比联邦政府提早 

5年，即在2025年全面落实 

禁止使用塑料袋措施，惟仍 

须视厂家是否已准备好及生 

产替代塑料袋供市场需求而 

定。 

他在阿答行动党甘榜 

东姑州议员林怡威的口头提 

許來賢：2025全面禁塑 

須視塑袋替代品供應 
问时表示，州政府建议的塑 

料袋替代品包括可分解塑料 

袋、环保袋及纸袋。 

他指出，州政府推行的 

“零塑料袋”措施是配合能 

源科艺及环境部于去年10月 

17日推行的�2018年至2030 

年零•次性塑料路线图》计 

划，在该计划下，将在2030 
年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 

袋。 

收费措施唤醒塑料袋危害 

他说，州政府现阶段 

推介的免塑料袋运动，是通 

过收取每个塑料袋20仙的措 

施，来唤醒民众对使用塑料 

袋对于环境及健康的危害。 

“商家准备塑料袋并收 

取费用，尤其是在大量使用 

塑料袋的超市、霸市及迷你 
市场。：” 

他补充，州政府也会与 

能源科艺及环境部、房屋及 

地方政府部长、地方政府等 

单位合作，以进行相关活动 

来支持有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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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漢：地方政府應妥善規劃 

拆非法檔口須先安頓 
(沙亚南25 R讯）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指出，地方政府必须仔细研究 

及规划，以确保在拆除非法小贩档口 

前，提供合适的场地安顿小贩。 

他在总结诚信党淡江州议员沙阿 

里提呈动的议时表示，州政府及地方 

政府面对许多挑战，尤其是在寻找新 

地点安顿非法小贩时，所有的因素必 

须作为考量。 

"-直以来，我们接获许多来自 

小贩或民众投诉相关课题，民众认为 

引发安全及卫生问题，而小贩则投诉 

新的安顿地点不具策略性及影响他们 

的收人。” 

他说，因此，所有拆除行动及新 

的安顿地点都必须作出仔细研究，以 

免出现上述问题0 

持开放态度研究综合图测 

在有关动议中，沙阿里建议，综 

合图测（Pelan berseparlu )必须要涉 

及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以 

确保安顿小贩的地点合适，对此，黄 

思汉指出，州政府采取开放态度来接 

纳有关建议，并将会进一步研究。 

他指出，地方政府也积极改善服 

务，包括多个地方政府已提供线上申 

请执照，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问题。 

他补充，一般上，非法小贩喜欢 

在忙碌的街边及路口、银行或迷你市 

场前摆档营业，但有关地点均不适合 

发出小贩的商业执照。 

沙阿里是根据雪州议会常规第26 

(1 )条文提呈有关动议，并获得多 

名州议员积极参与辩论，包括公正党 

双溪甘迪斯州议员扎瓦威、诚信党中 

路州议员莫哈末法克鲁拉兹、公正党 

美丹花园州议员一.苏菲道勿斯、诚信 

党邓普勒公园州议员莫哈末沙尼及公 

正党巴生港口州议员阿兹米占等，该 

动议获得一致通过。 

该动议促请州政府准备图测，规 

划和安顿好在州内长达10年的非法小 

贩及不会在2年内拆除原有的小贩档 

口，惟新设立的小贩档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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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冰于上周三起，请假连续缺席雪州 

议会3天后，周一（25日）上午以一身黑外套 

衬黑衬衫出席雪‘州议会提问，遵循州议会从 

本次开始男女议员需穿暗色外套的衣著规范， 

意味她采取主动平息了这场纷争。（截屏自 

SelangorTV州议会直播） 

右图：黄洁冰于本月19曰身穿一贯的白色 

外套，罩著白色与浅蓝色连身过膝长裙出席雪 

州议会，结果遭雪州议长黄瑞林当众点名，不 

符合议员需穿暗色外套的衣著规范，引起“男 

议长歧视女议员”穿著的争议。（档案照） 

平息女議員衣著紛爭 

黃潔冰全黑出席雪州會 
(沙亚南25日讯）因穿白色外套 

而于上周二被雪州议 

长黄瑞林公开点名不符合衣著规范， 

点燃“歧视女议员”和“议长维护议 

会威严”之争的公正党雪州武吉兰樟 

州议员黄洁冰，自上周三起请假缺席 

州议会3天后，今天终于遵循议长指 

示，以•袭黑色外套的全黑装扮和黑 

靴子出席州议会提问，平息了这场女 

议员的衣著纷争。 

也是雪州希盟后座议员俱乐部主 

席的黄洁冰于今早的州议会口头提问 

中，站起提问第84题关于精明雪兰莪 

(Smart Selangor )的课题，由掌管雪 

州环境、绿色工艺、科学、T艺、革 

新及消费人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回 

答0 

雪州议会从本次议会开始，无论男女 

议员皆需身穿暗色外套的衣著规范。 

他较后在议会厅外向媒体形容： 

“(议员出席州议会）不要穿得像来 

服装表演，需穿得整齐和暗色（外 

套），否则明天你穿五颜六色来。” 

黄洁冰对议长的指示明显感到不 

服气，她于当天午休时在议会厅外， 

接受媒体询问时直截了当回应“没这 

回事”，因州议会向来的公函通知， 

都是列明只有男性议员需穿暗色外套 

出席州议会，女性议员衣著端庄即 

可，并没限制女议员的外套颜色。 

惹歧视女议员衣著争议 

缺席3天后现身引惊喜 

基于她上周-连3天都请假缺席 

雪州议会，媒体纷纷猜测她会否出席 

今日的州议会和所穿衣著，因此她的 

“忽地”亮相提问让人惊喜，引起媒 

体席的•阵骚动。 

黄瑞林于本月19日的第14届第2 

季第1次雪州议会的第二天，即在上 

午的议会午休前，在议会厅内开腔点 

名黄洁冰的白色外套，不符合他规定 

黄瑞林较后与黄洁冰进行了私 

下会谈，黄洁冰表示会接纳议长的指 

示，唯事发后的网民留言和周一.的网 

媒跟进报道，却让事情再度升温，而 

引起“男议长歧视女议员衣著”的课 

题争议。 

黄瑞林坚持，他有必要把衣著规 

范等小细节处理好，才能维护及捍卫 

雪州议会的神圣和威严。 

针对此事，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和 

曾担任雪州议长的妇女及家庭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都认同雪州议长对规 

范议员穿著的权力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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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议长黄瑞林对黄洁冰愿主动配合，以全黑装扮出席 

雪州议会，平息女性议员的衣着规范风波，而感到欣慰。 

黃瑞林：平息衣著風波 

“欣慰黃潔冰遵循指示” 

(沙亚南25日讯）雪 

州议长黄瑞林感到欣慰，公 

正党雪州武吉兰樟区州议员 

黄洁冰今日主动穿全黑套装 

出席雪州议会，配合州议会 

维护神圣及庄严的形象，平 

息了这场衣着规范风波，是 

个很好的举动。 

黄洁冰病假3天 

他强调，雪州有必要 

用好的榜样与纪律，让全国 

议会向雪州议会看齐，并证 

实黄洁冰是因身体不适，向 

议会请了病假，而缺席上周 

-连3天的州议会。 

黄瑞林今日在州议会 

走廊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 

若议员对议长的指示感到不 

满意，可援引议会常规第43 

条文提出动议挑战议长，但 

动议需获得至少18名或三分 

之一议员支持，否则议长的 

任何指示为最终决定，需获 

得全体议员遵守。 
“上一次州议会，巫 

统双溪班让州议员英然针对 

邓普勒公园州议员莫哈末沙 

尼的马来服装课题插上一 

脚，在议会厅外抨击议长的 

决定，这是不被允许的。不 

过基于他是新人、（前行政 

议员）黄洁冰则是第一次 

担任后座议员，我不予追 
叙 ” 
Vti o 

他劝告任何议员不要 

重犯上述错误，因这是藐视 

州议会的行为，否则议长可 

采取行动，禁止涉及的州议 

员出席州议会、或要求州政 

府提呈动议，把犯错的议员 

带人州议会特权委员会，作 

进一步调査。 

黄瑞林坦言，此次的 

州议会通知书中，只列明男 

议员需穿全身暗色西装、女 

议员则需衣着端庄和罩上西 

装外套的指南，并没规定女 

议员的外套颜色。 

将列明服饰要求 

他说，在吸取了教训 

后，往后的州议会通知书， 

将明文规定无论男女议员， 

都需身穿暗色西装和外套， 

女议员除了西装亦可穿马来 

装，唯外套需一律是暗色。 

他表示可以接受黄洁 

冰今日的全黑穿著，雪州议 

会只有白色和五颜六色不被 

接受，因形同在服装表演或 

去逛街。 

他强调，在整件事不 

针对任何人，更无意羞辱 

谁，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他 

感到欣慰，形容体现了雪州 

议员尊重民主的精神和典 

范。. 

询及会否向国会建议 

效仿雪州议会的衣著规范， 

黄瑞林表示，这视乎国会议 

长的酌情权。 

另一方面，事件主人 

翁黄洁冰于今日州议会午休 

时，并没到议会厅走廊用 

餐，媒体无法取得其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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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师范羽球嘉年华的参与者在开幕礼上合影。 

霭逾 
青 
師 
範 
羽 
If 

年 
華 

60 
教 
育 
工 
作 
者 
參 
與 

(八打灵再也25日讯）马佛 

青师范协调委员会于昨天日举办 

“第-届全国师范羽球嘉年华”， 

在万达镇冠军羽毛球广场正式掀开 

序幕。此活动得到了相当热烈的反 

应，参赛人数包括了来自全国各地 

60名教师与师范学院生。 

为了促进教师与师范学院生之 

间的互动与交流，比赛的项目分别 

为男双、女双及混双。 

“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充足 

的运动或休闲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了健康的体魄与身心，教师 

们才能够培育身心健全的国家未来 

的栋梁。” 

通过运动平台增情谊 

甘榜东姑区州议员林怡威的 

代表王友泰市议员，在“第一届全 

国师范羽球嘉年华”开幕典礼的发 

表。马佛青师范协调委员会副主席 

龚静梅居士表示，“第一届全国师 

范羽球嘉年华”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在职老师及师 

范生，目的是为了通过运动平台传递佛陀的教诲以及 

增进在职老师和师范生之间的情谊。 

因此，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能够积极地参与各方 

面的运动或休闲活动，这样不止能够塑造教师们或学 

院生们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也可达致融合德、智、 

体、群、美五育的宗旨，融人自身的经验以培育身心 

健全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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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漢：確保洋垃圾廠不再運作 

(沙亚南25日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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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至今仍有罔顾的非法洋垃圾工 

厂在被取缔后继续运作，因此州 

政府将与国家水务委员会及马来 

西亚能源委员会商讨，以切断有 

关工厂的水电。 

他在回答行动党班达马兰州议员 

梁德志的口头提问时表示，根据在瓜 

冷县取缔非法洋垃圾工厂的经验，全 

面切断水电是最有效和确保非法工厂 

不再运作的方式，因此州政府需国家 

水务委员会及马来西亚能源委员会的 

协助。 

取缔99洋垃圾厂48间关闭 

他透露，雪州6个地方政府管辖范 

围中，发现有多达107间洋垃圾非法工 

厂，其中99间已通过联合取缔行动遭 

取缔，而在这99间工厂中，已有48间 

已经全面停止运作。 

他指出，多达6宗案件被环境局提 

控上庭，罚款高达38万9000令吉，并 

囚禁1天，地方政府将与环境局将继续 

合作，作出监督。 

他表示，环境局在去年7月至今年 

2月，调査多达127宗案件，其中建议 

提控上庭的多达50宗。 

他指出，瓜冷县至今已针对非法 

洋垃圾工厂设立在农业地上，并发出3 

封通知函给地主。 

他说，当局会先发出7A通知 

函，之后发出7B通知函. 

若地主无法修复有关土 

地，最终将发出8A通 

知函。 

洋垃圾课题 

获得众州议员 

踊跃参与附加 

提问，包括梁 

德志、公正党 

巴生港口州议 

员阿兹米占、公 

正党依约州议员 

依德利斯及伊党昔 

江港州议员阿末尤努 

斯。 

黄思汉：州政府将确保在接下来 

的非法洋垃圾工厂取缔行动中切断水 

电供应， 

T—雪州 

；f 政府将与国 

家水务委员 

会及马来西 

亚能源委员 

会商讨，以切 

断非法洋垃圾工 

厂的水电。（档案 

须通知能源委會切斷水電 

兹米占在附加提 

问时询及，地方 

政府是否需要向当局提呈 

报告，才能切断水电；对 

此，黄思汉回应表示，根据 

马来西亚能源委员会的回 

复，若要切断电源，需要地 

方政府通知有关工厂是非法 

运作的信函。 

他指出，在接下来的 

取缔行动，将会确保附上要 

求切断能源的信函给国能及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此外，阿末尤努斯也 

询及州政府是否会成立一个 

特别委员会，以有效防止非 

法洋垃圾工厂设立，黄思汉 

表示，业者在设立非法工厂 

时不会通知政府，而且难以 

被发现，但州政府已成立--

支由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 

为首的洋垃圾特别专案小 

组，以监督有关课题。 

最有效取翁 雪州目我會會g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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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免用塑料吸管”措施 

二度展延改7月落賣 
延至4月1日才正式落实，并逐渐在2025 
年全面免用塑料吸管，如今距离落实免 

用塑料吸管措施只剩一周，却又突然宣 

布展延， 

民调显不 

93%民众同意无塑袋措施 

雪州議會會議 

(沙亚南25日讯）雪州第二 

度展延免用塑料吸管（bebas straw 
plastik)措施！ 

掌管雪州环境、绿色工艺、消费 

人、科学、1；艺及革新事务的行政议员 

许来贤指出，基于技术上问题，雪州免 

用塑料吸管措施，将从4月1日展延至7月 

1日才正式落实： 

他在感谢苏丹御词进行总结时表 

示，州政府已开始推出免用塑料吸管措 

施，业者不允许主动给予塑料吸管，只 

有在顾客要求下，才能给予塑料吸管。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已有多间连 

锁餐厅开始停止主动给予塑料吸管。” 

据了解，雪州原定于今年1月1日起 

落实免用塑料吸管，惟在今年初宣布展 

许来贤表示，根据在去年11月的 

默迪卡民调中心针对无塑料袋的民调显 

示，多达93%的民众同意并具有环境醒 

觉意识，另外也有79%民众会自行携带 

环保袋，及69%民众认为征收20仙的塑 

料费是合理。 

他说，州政府自2010年开始落实周 

六免塑料袋，于2017年开始落实免塑料 

袋措施后，至今持续进行，而上述民调 

也显示，民众接受及对这项措施有正面 

回应•> 

他补充，根据上述民调，有多达 

91%有民众醒觉免用塑料袋意识，并通 

过商场、报章、网络等途径了解有关环 

保意识。 

许来贤指出，基于技术上问题， 

雪州的免用塑料吸管措施将从4月1日 

展延至7月1日才正式落实。 

动。 

仁嘉隆电池厂已维修 

未污染河流 

此外，许来贤在伊党昔江港州议员 

阿末尤努斯的提问，作出总结表示，雪 

州环境局在2月18日接获关于电池厂导致 

河流污染的问题，并于19日展开调査行 

他指出，该位于仁嘉隆工业区的工 

厂，是生产可重复使用的电池，根据调 

査发现，污染的河流铅水域该工厂的化 

学物一致。 

他说，该厂已进行维修，并在3月 

12日再次进行调査时，发现已没有污染 

的水源从该厂流出：、 

他表示，该厂受促要确保河流及空 

气污染系统需受到控制，并遵守1974年 

环境素质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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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水費漲50%太高” 
大臣：探討調整考量確保合理 

(沙亚南25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表示，州政府会对水务、土地及天然 

资源部建议雪州水费调整近50%的看法 

详加探讨；他也形容有关建议调整的水 

费率太高了。 

他表示，州政府正在探讨所有调整 

水费的考量，以便水费调整是合理的， 

不会令中低阶层构成负担。 

“州政府重新调整惠民措施，志在 

让有需要的低收人人民能更为受惠，帮 

助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阿米鲁丁今日在州议会总结议员辩 

论感谢雪州苏丹施政御词的演词指出， 

雪州目前的水费为2006年批准的旧价， 

若根据雪州水供公司（Syabas)在国阵 

前朝时期签下的特许经营合约，水费每3 

年便会涨价。 

他说，若雪州没有在2008年换政 

府，根据水供特许经营合约，今天的水 

费已是每立方米3令吉15仙（ 227%;高 

于目前水费），而非2006年的旧价1令吉 

39仙。 

M40有能力付首20立方米水费 

阿米鲁丁认为，雪州的M40中等收 

人阶层，家庭月收人从6180至1万2469令 

吉，是有能力支付每月首20立方米的11 

令吉40仙水费。 

他认为，州政府在重整惠民措施 

上，把免费水从首20立方米无论贫富的 

全民受惠，提高至首25立方米免费水的 

B40群体受惠，使得每户目标家庭的每 

月免费水数额，从过去的11令吉40仙增 

至16令吉55仙。 

盼维修学校“抵债” 

阿米鲁丁指出，鉴于砂州政府获允 

许这么做，因此雪州有意把欠下联邦政 

府的4800万令吉债务，用修理和加强学 

校设施的方式来“抵债”。 

他透露，州政府每年会偿还600万至 

700万令吉给联邦政府，而州政府有一份 

有待修理和加强学校设施的名单，若能 

用有关欠款来“抵债”，即可让师生受 

惠。 

阿米鲁丁说，若有关要求获得联邦 

政府同意，州政府可在明年或最迟于明 

年修好学校。 

发展项目前期工作费时 

阿米鲁丁针对雪州议会反对党领袖 

兼双溪侨华州议员礼占，引述2017年国 

家总稽査司报告，指雪州有高达52%或 

173项的发展项目仍未开工时解释，在 

一项长期发展项目时，需要经过征用土 

地、建筑设计、土地测量和执法拆除非 

法建筑等旷日累时的前期丁作。 

他强调，州政府强制负责机构要在 

工程开始前，先把前期作业给完成，因 

为若不完成这些工作，届时会有工程费 

喊涨的情况，对州政府财务构成负担。 

他指出，第十一大马计划（RMK-
11)是一项5年性的长期规划，因此在第 

二年的评估，未必能反映出实情。 

“国家总稽查司2017年报告指出， 

雪州的发展拨款为16亿3175万令吉或 

90.7%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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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港園居民對話會 

居民：斜坡路比花園局10叹 

憂輯車憧宅IB 
(加影25日讯）斜坡路段较 

住宅区地段高约10呎，丰港园 

(Taman Juara Jay a )居民忧轿车会 

在车祸后飞撞入住宅区，急促相关 

单位加建防撞栏和设路墩。 

促建防撞栏路敏 

丰港园居民协会昨晚配合召开常年 

会员大会，特别举办对话会，并邀请行 

动党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华及加 

影市议员郑益清出席，惟不克出席的郑 

益清则由助理李文彬代表。 

对话会获数十名居民出席，部分 

居民在会上反映数项民生问题，包括树 

枝久未修剪、野猫太多、附近交通灯告 

示牌的电话号码没有更新，以及主要道 

路，即冠军路（Jalan Juara)的安全隐 

患。 

值得•提的是，原属无拉港州选区 

的丰港园，是在509大选选区重划后才被 

划人史里肯邦安州选区。欧阳捍华此次 

出席对话会，除了 •-回应居民的投诉 

外，也移交1万令吉州议员拨款给该区居 

民协会，作为建设围篱和基设的用途。 

多名居民出席对话会，并反映数项民生问题。 

欧阳捍华（右二）移交拨款给丰港园居民协会。左起为 

锺裕英、财政丽娜和陈伟雄；右一为李文彬。 

路芳大樹阻視線 
欧 

冠军路的斜坡路段较 

田比邻的丰港园高约10叹， 

居民希望能增建防撞栏和 

减速路墩，盼减低车速^ 

陳偉雄：居民出資建保安亭圍籬 

鍾裕英： 
積極反映社區問題 
丰 港园居协秘书锺裕英表示，他们每年的常年 

大会都获州议员的支持，该会积极反映各项 

丰 港园居协主席陈伟雄表示，该会配合常年大会而准备丰盛茶点和 

搭棚，花费约2500令吉，就是希望能吸引居民一起出来聚聚，而 

阳捍华表示，居民主要在会上反映大树挡视线和垃圾等问 

题；其中，冠军路路旁大树阻碍视线，加上斜坡路段较花园 

所以 

高约10呎，令居民担心飞速的轿车会撞入住宅区: 

“据我所知，发展商还没将该路段的管理权交给加影市议会， 

我们会要求市议会确保相关发展商在移交路段前，完成建设防撞栏的丁 
作o “ 

他也建议居民自行觅承包商修剪路旁大树，并呼吁负责清理当地垃 

圾的达鲁益山集团（KDEB)能保证工作效率，维护州政府形象。 

欧阳捍华提及，他是首次受邀出席丰港园居民协会的常年会员大 

会，本次也是顺道来与居民交流，了解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希望能从各 

方面提供协助，包括给予拨款。 

他说，该花园共有140户居民，惟居协每月只征收每户60令吉的管 

理费。该笔费用基本上只能勉强承担保安费，要提升一些设施，仍需州 

议员拨款或居民贡献。 

他也不忘呼吁居民积极与居协合作，确保社区安全等各项素质受到 

保障。 

“目前只有70%居民缴付每月60令吉的管理费，这是不足够的，想 

拥有安全和良好的社区，居民就必须合作。” 

这些费用主要都来自热心居民的捐款支持。 

他说，该花园的保安亭和围篱，也是靠居民合作出资才能 

完成；因此，本次召开常年会员大会其中一个目的，也是希望 

居民与该会合作。 

问题，也是为了社区， 

“照顾邻里、社区安全和居民福利是本会向来关注 

的要点，如果我们没有保护，没人能帮我们保护这个社 
区。” 

卞丰港园共有140户居民，每户每月的管理费虽仅60令吉，惟却只 

有70%居民缴费。 

道” 
-冠军路两旁的树枝因久未修剪，茂盛的枝叶几乎已“占据一条车 

并阻碍驾驶人士的视线，威胁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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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哈斯尼达的1月份水费仅达6令吉84仙，因此可享有免费水的 

优惠；岂料2月份水费却高涨至1967令吉45仙，涨幅超过280倍！ 

—诺哈斯尼达（右二起）因连续 

两年的2月份都异常接获水费而涨的 

账单，并向梁国伟求助。左一是曹国 

鸿。右一是谢国良。 

梁 

偉 

要 
求 
水 
供 
公 

木 二将会致电雪州 

水供管理公司负责人， 

要求当局介人调査，他 

同时也会继续跟进此案 

件。 

“诺哈斯尼达已经 

检査水表和家里的水龙 

头，也发现没有损坏或 
漏水o ” 

他表示，他不希望 

看见雪州政府这边厢免 

费水，那边厢却出现水 

费高涨的问题。 

梁国伟说，诺哈斯尼达去年曾向 

他投诉同样的问题，新闻见报后，当 

局很快就査出问题根源，并取消该账 

单，显示出媒体拥有一定的力量。 

出席者包括马华班丹区会委员谢 

国良和曹国鸿。 

杳 

水費RM6飆至RM1967 

班登英達組屋居民嚇壌 
(安邦25日讯）一家两口同住同一屋 

檐下，水费却突然从6令吉飙涨超过280倍至 

1967令吉，令班登英达组屋居民深感惊讶！ 

班登英达组屋居民诺哈斯尼达分别在去 

年和今年2月接获逾1900令吉的水费账单， 

尽管去年的高昂水费情况已获解决，不料此 

惊人水费问题再度上演，用水量亦从12立方 

米，飙升至1011立方米。 

诺哈斯尼达指出，她是在本月初接获2月 

份的水费账单，惊见1月14日至2月15日的水 

第二次接昂貴賬單 
哈斯尼达在班登英达组屋居住超过 

胃20年，这是她第二次接到水费昂贵 

的账单，她今日在马华班丹区会主席拿督梁 

国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希望当局介人调 

查。 

她表示，58岁的她今年刚退休，没有收 

人，目前与现年26岁的儿子同住，用水量根 

本不可能达到近2000令吉，况且每个月都不 

必缴付水费，因为水费只是大约6令吉，可以 

费竟然飙涨至1967令吉45仙，比平常每个月 

并可享有免费首20立方米水源的福利，差距 

极大。 

巧合的是，诺哈斯尼达同样也在去年的2 

月，首次接到水费高达1961令吉的账单。 

当时，诺哈斯尼达向马华班丹区会投 

诉，通过媒体报道获得雪州水供管理公司的 

关注，经过调查证实是技术问题，因此同年3 

月取消该水费单，数额归零，因此诺哈斯尼 

达无需缴付水费。 

获得免费水的福利。 

“我询问左邻右舍是否也接到水费这么 

高的账单，他们都说跟平常一样。” 

诺哈斯尼达今年初致电雪州水供管理公 

司申诉，大、约2天后一名负责人回电，要求 

她自行检査住家是否出现漏水的情况。 

“我的、儿子关完家里所有的水龙头， 

但水表都没有运作，水表数字也没有快速转 

动，证明没有漏水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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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排除出席警察曰慶典6議員缺席州議會 
(沙亚南25日讯）雪州议长黄瑞林 

不排除，基于今日恰逢全国警察日，有 

-些议员因需出席警察日庆典，而缺席 

上午时段的州议会，使得有6名议员缺 

席，当中4人来自国阵巫统、另两人为希 

盟，土团党峑冬加里州议员哈鲁麦尼则 

迟到。 

黄瑞林：反对党缺席率达70% 

黄瑞林补充，基于议员缺席，使得 

今早有7道口头提问被跳过，包括来自 

反对党议员的6题。雪州6名反对党议员 

中，只有两人出席，意味反对党的缺席 

率高达70%，表现不令人满意。 

黄瑞林在今午于雪州议会厅外召开 

新闻发布会时，希望所有议员能把握出 

席州议会的宝贵时间，向大臣和行政议 

员提出咨询及获取回应，否则口头提问 

的答案可能会延迟拿到。 

“我理解今天是全国警察日，也许 

有一些议员出席警察日活动，但我们还 

是需以州议会为优先，毕竟州议会一年 

才开几次。” 

4巫统议员缺席 

基于4名巫统议员，即双溪侨华州 

议员兼反对党领袖礼占、双溪班让州议 

员拿督英然、乌鲁安南州议员拿督罗斯 

妮和双武隆州议员拿督一.苏丁缺席，使 

得雪州议会只剩下巫统新任士毛月州议 

员查卡利亚和伊党昔江港州议员拿督阿 

末尤努斯两名反对党议员，显得人丁单 

薄。 

另两名缺席的希盟议员为行动党武 

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和诚信党沙白州议 

员阿末慕斯达因。拉吉夫于下午出席赴 

会、阿末慕斯达因则告知议长须出席警 

察日活动。 

引用可蘭經文須議長允准 

针对希盟基层领袖在脸书贴文指 

有华裔议员“有事没事”在参与州议会 

辩论演词中，加入《可兰经》经文的举 

动，或有刻意向占大多数信徒的穆斯林 

示好之心，黄瑞林认为，只要该议员能 

精准了解可兰经教义，有信心在议会引 

述时拿捏用准，议长允准，议员便可引 

用。 

黄瑞林：议 

员应以出席雪州 

议会为优先q 

雪州朝野议员出席上周五的州议会时，其中两名行动党 

华喬女议员，新古毛州议员李继香（右三）和甘榜东姑州议 

员林怡威（左三）披上头巾，以示声援纽西兰恐袭的穆斯林 

受害者及谴责恐袭暴力行为。 

“就像我们读了 -本莎士比亚的 

英文著作，想要引述思想家精彩语录是 

没错的，前提是得到议长批准即可。如 

同大臣阿米鲁丁在演讲和提呈财政预算 

案，都会引用国外学者的名言，这是很 

正常的。” “i旦你要懂得用，毕竟《可兰经》 

(在我国）会比较敏感，若你不懂和不 

了解，反而有弄巧反拙的效果，引起穆 

斯林或友族同胞的节外生枝。” 

对于华裔女议员于上周五的州议会 

穿戴头巾，黄瑞林认为，这是配合雪州 

希盟后座议员，声援在纽西兰恐袭屮牺 

牲和受伤的穆斯林受害者。 

“她们觉得星期五是个好日子，因 

为穆斯林在周五祈祷，于是披头巾响应 

纽西兰的这项运动，让穆斯林知道非穆 

斯林也关心纽西兰恐袭议题，谴责暴力 

行为，是热爱和平的一群，我认为是无 

伤大雅。“ 

Page 1 of 2

26 Mar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94,476 • Page: 4
Printed Size: 30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9,591.20 • Item ID: MY003550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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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亚南25日讯）雪州议会第I4 

届第2季第1次的雪州议会在进行长达6 

天后，于今天傍晚6时05分由雪州议长 

黄瑞林宣布无限期休会。 

从本月19日召开的此次州议会， 

完成100道口头提问，并通过8项议 

案。 

雪州議會休會 

同时，公正党资深州议员达罗雅 

成为继308大选哈妮査担任雪州副议长 

后的第二位女副议长，取代原任公正 

党副议长兼巴也加拉斯区州议员凯鲁 

丁 “升任”行政议员后留下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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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蒂瑪麗亞：通過IWB方案 

盼達30%女性決策率 
(沙亚南25日讯）掌 

管雪州卫生、福利、加强 

妇女及家庭事务的行政议 

员西蒂玛丽亚表示，雪州 

政府希望实现30%女性参 

与决策率的目标，并通过 

妇女增值研究院（IWB ) 
提倡各种方案，以实现有 

关目标。. 

她回答诚信党淡江州 

议员沙阿里的口头提问时 

指出，妇女增值研究院最 

近实施的计划包括以“更 

多女性，更好的国家”为 

主题的全国性别会议及选 

举改革，以加速妇女在国 

家及州属的政策参与。 

她说，议会也强调不 

分区席位(Kerusi Tanpa 
Kawasan )，给予女性更 

多被任命为州议会选区 

(DUN )代表的机会。 

“不分区席位是候 

选人当选，但没有具体领 

域，但依然履行州议员职 

责的制度。” 

她表示，该研究院 

也以第14届全国大选中， 

雪兰莪、玻璃市、槟城、 

柔佛及沙巴5个州属的情 

况，进行有关女性在我国 

政治的参与及权利的研 

究，而该研究已在1月份 

的妇女及政治研讨会上提 

出，主题为“国家的政治 

方向在哪里？ ”， 

她说，该研究院也为 

妇女增值监事中心及雪州 

妇女增值计划(WBS )， 

提供能力发展的培训，而 

雪州妇女增值计划则针对 

来自每个州选区被选中的 

参与者，包括领导模块、 

公开演讲、管理、财务、 

诚信、体育、政治教育和 

社会发展。 

她指出，在计划结 

束时，参与者将根据他们 

在整个参与的计划进行评 

估，并将获得由州政府颁 

发的雪州妇女增值计划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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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華 

(沙亚南25日讯） 

掌管雪州巩固和发展社 

会经济及政府关爱事务 

的行政议员甘纳巴迪劳 

表示，雪州政府关注及 

致力达到各方面零贫困 

的目标，并继续实现 

政府所实施的“分配 

型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 )的概念 

他回答行动党杜顺 

大州议员艾德里的口头 

提问时指出，为了帮助 

减轻贫困人民面对的经 

济负担，州政府•直寻 

求挣脱贫困循环的多样 

化倡议，而这些计划不 

仅仅专注在城市贫困群 

体，也包括雪州所有贫 

困群体。 

他说，雪州政府 

关爱人民计划（IPR)是一项有利于城 

市及乡区贫困人口的议程，在该计划 

下的多种福利政策，包括政府关怀房 

屋援助计划、雪州精明母亲关怀计划 

(KISS)�雪州综合微型贷款计划、消 

灭贫穷援助蓝图计划、雪州健康关怀计 

划等。 

“所有议程及规划在确保雪兰莪人 

民的福祉和生活方面，都发挥非常积极 

他表示，州政府目前并没有计划制 

-项特别援助方案来加强城市贫民的 

能力，尽管如此，州政府依然欢迎任何 

建议与提议，来帮助贫困群体挣脱贫困 

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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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受困交通更塞 

隆多地豪雨水災 

遮拉帝 

路往安邦路方 

向发生淹水事 

件，车辆被迫 

缓慢行驶。 

(网络照片） 

(八打灵再也2 5日讯）雨 

神莅访，吉隆坡遮拉帝路（Jalan 
Jelatek )、彭亨路和甘榜拿督格拉末今 

日下午4时在‘场豪雨后发生水灾！ 

其中遮拉帝路往安邦路方向大约 

100公尺长的路段遭水淹。吉隆坡市政 

局综合交通资讯系统（ITIS )接线员阿 

兹里表示，该系统是于下午4时接获有 

关水灾投报，水灾位置从敦胡先翁兵 

营前方一直蔓延至100公尺之外，车辆 

只能缓慢行驶，直至下午5时水完全退 

去为止.0 

吉隆坡市政局投诉组官员证实， 

遮拉帝路有车辆在水灾中受困，市政 

局的扬救队伍组(Skuad Penyelamat) 
接获投报后第•时间赶往现场进行救 

援。 

救出受困女婴及残障女 

另-方面，根据交通情报显示， 

彭亨路中华小学前方的双向车道，即 

分别前往文良港及彭亨交通圈的道路 

消拯人员赶到甘榜克拉末解救受困者。 

同样于下午大约4时发生淹水，雨水于下午5 

时许已经退去D 

截至下午6时20分下班交通繁忙时段， 

甫停雨的彭亨路，交通更加拥挤。 

此外，这场滂沱大雨，也在甘榜拿督格 

拉末造成闪电水灾，水深达3呎，到场施援 

的消防与拯救队，及时救出受困灾区内的1 

名15岁残障少女及1名4个月大的女婴。 

据消拯队指挥官苏海米说，共有10间住 

家及数辆轿车遭洪水影响，所幸未有造成伤 

亡报告。 

他说，该局调动3辆消防车及17名消拯 

员到场施援，消拯队的行动为确保灾区排水 

系统操作正常，行动于下午5时41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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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茲漢：剩下種草清理工地階段 

MPE摩哆專道天橋未能開放 
(沙亚南25日讯）掌管雪州基本建 

设和公共设施、农业现代化及农基工业 

事务的行政议员依兹汉指出，耗资485 
万95 17令吉兴建，横跨新班底谷大道 

(NPE)的摩哆车专用道天桥，目前完 

成95%的施工进度，剩下为种草和清理 

工地的阶段，但还不能对外开放。 

他在雪州议会回答公正党美丹花 

园州议员3苏菲道勿斯的口头提问时解 

释，基于旧防护栏已陈旧和生锈，对 

摩口多车骑士构成威胁，因此在安全考量 

下，现阶段不适宜开放供使用。 

他说，理事会目前与大马铁道资产 

机构（RAC)和马来亚铁道公司展开磋 

商，以对由大马铁道资产机构管理的旧 

防护栏进行维修工作。 

“根据最新状况，摩哆车专用道 

天桥项目预计于今年3月16日竣工，但 

理事会把旧防护栏需维修以保障摩哆车 

骑士安全的考量，纳入对外开放的条件 
中。” 

甘纳巴迪劳：除贫项目是全面性 

掌管雪州巩固和发展社会经济及 

政府关爱事务的行政议员甘纳巴迪劳指 

出，州政府通过关爱人民的种种举措， 

来为州内的贫穷和赤贫人民施予援助； 

他也强调除贫项目是全面性的，而不只 

是针对赤贫阶层。 

他列举，在卫生项目的关爱人民 

计划下，贫穷人士可在私人诊所获得免 

费医疗服务、在加强社会经济能力与发 

展项目下，月人3000令吉以下的贫穷家 

庭，可获得州政府提供器材或机械做点 

小生意、清寒生可申请升上州政府的 

Inpens院校就读和农业现代化等。 

大臣：土地割名須呈行政议会讨论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县级土地 

委员会已不再用于土地批准程序，任何 

土地除名或割名申请，一律需在国家土 

地法典下的第76条文，呈予州行政议会 

讨论和获得通过。 

他在州议会回答土团党崙冬加里州 

议员哈鲁麦尼口头提问，州政府是否有 

意让州议员参与县级土地委员会事务， 

以便人民代议士的意见可获得参照时， 

做上述回复。 

凯鲁丁 ：建赛车场纳入宪报程序 

掌管雪州青年和体育及人力资本发 

展事务的行政议员凯鲁丁披露，州政府 

通过雪州青年理事会，进行把在鹅唛建 

立一座赛车场计划纳人宪报的程序，至 

于建竣的时间，视乎州政府委任的承包 

商的建议方案。 

他在州议会回答行动党万达镇州议 

员嘉玛莉亚，有关要在鹅唛兴建一座赛 

车场进展的口头提问时说，赛车场除了 

能让雪州人民以合理价位，通过参与和 

训练涉足赛车活动，亦是一个主办全国 

甚至国际赛车比赛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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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25日讯） 

掌管雪州环境、绿色工 

艺、科学、工艺、革新 

及消费人事务的行政 

议员许来贤表示，雪 

州政府于2018及2019年 

分配给精明雪州传递 

单位（SSDU )的资金 

数额，分别为1800万及 

1000万令吉。 

他回答公正党武吉 

兰樟州议员黄洁冰的口 

头提问时透露，雪州政 

府在2018及2019年持续 

进行多项雪州精明计划 

(Projek—projek Smart 
Selangor )，并—-一列 

出所有计划， 

可行性研究:雪州广域网络 

可行性研究：雪州精明数据中心 

交通流量综合系统 

闭路电视分析系统 

雪州精明巴士站 

雪州精明指挥中心 

空气质量监测指数 

雪州精明城市会议及展览 

雪兰莪精明创新创业加速器 

(Smart Selangor Accelerator Program) 

雪州精明卓越中心 

(Smart Selangor Centre of Excellence) 

雪州精明警卫 

(Sukarelawan Smart Selangor) 

雪州精明无现金社区 

2019 年 

强化雪州泊车系统及罚单综合计划 

雪州广域网络 

雪州精明数据中心 

强化闭路电视分析系统 

大数据分析(Big Data Analytics) 

精明再循环(Smart Recycling) 

亚马逊云端服务(AWS Cloud start) 

精明街灯 

强化雪州精明指挥中心 

扩充雪州精明巴士站 

雪州精明城市会议及展览 

2018 及 2019 年 

雪州精明計劃 
2018 年 

雪州泊车系统及罚单综合计划 

强化线上社区意见 

(Community Opinions On-Line, COOL) 

精明巴刹及精明农民组织 

(Pasar Pintar dan Peladang Pintar) 

强化雪州智能响应 

(Intelligent Response Selangor) 

傳
遞
單
位
今
年
獲
撥
0

0

0萬 

雪
州
精
明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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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加入“精明泊車” 

梳邦市會等Godel丨回覆 
(沙亚南25日讯）掌管雪州地方 

政府、公共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的行 

政议员黄思汉表示，梳邦再也市议会 

仍在等待Godell泊车私人有限公司的回 

复，以决定何时加人“精明雪兰莪泊 

车”（Smart Selangor Parking )手机应 

用程式的行列 

他回答行动党首邦市州议员黄美 

诗的口头提问时指出，加人“精明雪 

兰莪泊车”手机应用程式事项已在1 

月16日提呈至市议会的1月份财务会议 

上，并在会议上通过。 

他说，梳邦再也市议会因受限制 

于所签署的泊车管理公司特许经营合 

约而未加人“精明雪兰莪泊车”手机 

应用程式的行列；有关合约将在2022 

年3月31日截止，市议会也在2月13日 

致函对方，欲商讨有关事宜，n前仍 

在等候回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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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毛月补选已经过半个月，哲纳丽斯路及柏西兰绍最纳 

英比安依然可见有许多政府候选人的竞选宣传品。 

選區太大來不及清理 

拿督佐漢（巫統烏魯冷岳區部主席） 

U +于士毛月州选区范围太大，部分地区的 

PM竞选宣传品来不及清理，不过我们将会 

派员在这个星期内（3月24日或之前）清理完毕。” 

將派員儘快拆除 

艾曼（士毛月州席補選希盟候選人） 

U #将会要求土团党党员和朋友一起拆除所 

M有宣传品，如布条等等，并会尽快完成 

拆除工作。 

至于是否能够索回抵押金，则必须看加影市议会 

的决定。4' 

旗幡海教仍来t 
士 

毛月州议席 

补选的竞选 

期期间，派出候选人上阵的 

政党纷纷在选区范围多处张 

贴宣传布条和海报。 

补选是于3月2日举 

行，成绩也已经尘埃落定。 

根据1954年选举法令 

第24B ( 8 )条文，候选人 

或代表必须在选举后的14天 

以内，清理所有竞选宣传 

品，否则之前缴付的抵押金 

将会被没收。 

不过2个星期已经过 

去，我发现部分地区依然党 

旗旗海飘扬、处处挂放候选 

人的布条，地点包括哲纳丽 

斯路（Jalan Jenaris )及柏西 

兰绍嘉纳英比安（Persiaran 
Saujana Impian )� 

士毛月补选已过半个月 

的竞选宣传品。 

哲纳丽斯路及柏西兰绍嘉纳英比安依然可见有许多政府候选人 

尹先生（來自士毛月）投诉： 

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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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庙五H基珥粗用 
(八打灵再也25日讯）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推出新措 

施，允许商家租用商店前 

及商店旁五脚基的其中2呎 

位，作为摆放货品用途。 

在这措施下，商家每月须缴 

付90令吉租金，同时申请时必须 

缴付1000令吉的上期，且食肆桌 

椅不被包括在内。 

行动党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 

夫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 

经他们多次申请及建议后，市政 

厅最终准许商家使用商店前的五 

脚基作为摆放货品，让商家可以 

达到吸引顾客前来消费的同时， 

也不用担心执法人员前来执法。 

他说，欲使用商店前及商 

店旁五脚基的商家，即日起可前 

往市政厅柜台领取表格或登人官 

网下载表格，以向市政厅提出申 

请。 

“商家是以租借的方式使用 

五脚基，必须每个月缴付90令吉 

租金给市政厅。同时，商家在申 

请时必须缴付1000令吉上期。” 

他说，市政厅接获申请 

后，会到申请者的商店五脚基上 

的两尺处贴上警戒线，作为记号 

之余，也提醒商家正确的位置。 

“该项申请是开放让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管辖范围内的商家申 

请，同时对商家及市政厅而言， 

都是_ •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违例将接罚单充公货品 

仍禁摆放桌椅 

90令吉租金合理 
li廖先生（商家） 

.f “我们过去一直争取合; 

他也说，-般商店的五脚基 

为7呎，市政厅仅允许商家使用2 

呎的空间，剩余的5呎空间作为 

行人步行的空间。 

“如果商家使用超过2呎的 

位子，同样会面对接获罚单及货 

品被充么、的执法。” 

另-方面，八打灵再也市议 

员陈德升呼吁商家尽快到市政厅 

提出申请，避免在执法人员前往 

执法时，再次面对接获罚单的可 

能。. 

“不过，这项措施是不开放 

让食肆在五脚基摆放桌椅，这项 

措施仅限于摆放货品用途。” 

‘我们过去一直争取合法使 

用五脚基作为摆放货品用途，如 

今市政厅推行的新措施，可说是 

-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我们过去都一直面对接获罚 

单及货品被充公问题，罚单的价 

格远比每月90令吉租金来得高， 

因此我认为每个月90令吉租金是 
合理的，” 

可安心做生意 
郭鈞洋（八打靈再也第1區 

睦鄉計劃主席） 

“将货品摆放在店前五脚基 

以吸引顾客前来消费是我们招徕 

生意的一贯做法，因此我相信商 

家们都同意该措施， 

商家在提出申请后，可以更 

安心做生意，不用提心吊胆，担 

心执法人员itu来执法。” 

月繳90令吉擺貨 

位
，
作
为
摆
放
货
品
用
途
。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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