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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tau sungai utama
Kerjasama
dengan Smart
Selangor elak
pencemaran
berulang
Oleh Norzamira Che Noh
bhnews@bh.com.my

Shah Alam: Kerajaan Selangor
sedang membangunkan satu
program untuk memantau
sungai utama yang mempunyai
kapasiti atau peluang pencema-
ran yang besar di negeri itu.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

ri, berkata program yang diba-
ngunkan bersama Smart Selang-
or itu bakal memastikan pence-
maran sungai yang turut menye-
babkan henti tugas loji rawatan
air (LRA), dapat dihalang.
“Pencemaran bau di sumber

air mentah Sungai Semenyih
pada sabtu lalu sudah ditangani
dan saya rasa kita perlu menga-
mbil langkah pencegahan serta
pemantauan untuk memastikan
ia tidak berlaku lagi.
“Justeru, kita kini sedang bina

satu program dengan Smart Se-
langor untuk memantau sungai
utama yang mempunyai kapasiti
atau peluang pencemaran yang
besar,” katanya selepas meras-
mikan Konvensyen Transforma-
si Pengurusan Hal Ehwal Islam,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di Dewan Syarahan dan

Muzakarah Islam, semalam.
Katanya, sukar untukmenang-

kap pelaku yang membuang sisa
tercemar ke dalam sungai dan
pemantauan dilakukan apabila
berlaku pencemaran.
Katanya, seperti kes pencema-

ran di Sungai Semenyih, sisa ter-
cemar itu dikesan datang dari
satu kemudahanmilik IndahWa-
ter Konsortium (IWK) malah se-
hari sebelum kejadian, sebuah
lori ditahan kerana membuang
sisa kumbahan di sungai ber-

dekatan.
“Kita sukar mengawal serta

menangkap pelaku kerana ba-
nyakkilangdankedaidikawasan
berkenaan,” katanya.
Sabtu lalu, BH Online mela-

porkan, 372,031 pemegang akaun
di 204 kawasan di Selangor ter-
jejas bekalan air apabila operasi
LRA Sungai Semenyih terpaksa
dihentikan susulan pencemaran
bau dikesan di sumber air men-
tah di Sungai Semenyih.
Pencemaran berpunca dari

Loji Rawatan Kumbahan di Ban-
dar Bukit Mahkota itu menye-
babkan gangguan bekalan air ti-
dak berjadual di empat daerah
iaitu Wilayah Petaling, Hulu La-
ngat, Kuala Langat dan Sepang.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Selangor)menerusi satu
kenyataan berkata, pencemaran
bau dengan bacaan lima ton itu
adalah kejadian kali keempat
pada tahun ini yang menyebab-
kan loji utama terpaksa dihen-
tikan daripada beroperasi.

Amirudin mendengar penerangan Penyelia Kanan Bahagian Pendidikan Islam JAIS, Yuszaimi Muslil (kanan)
ketikamelawat pameran pada Konvensyen Transformasi Pengurusan Hal Ehwal Islam JAIS di Dewan Syarahan dan
Muzakarah Islam, di Shah Alam, semalam. (Foto Sadam Yusoff/BH)

Susulan pencemaran bau di LRA Semeny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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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peratus isi rumah dapat manfaat
Shah Alam: Penetapan pemberi-
an air percuma kepada isi rumah
berpendapatan RM4,000 ke ba-
wah oleh kerajaan Selangor ke-
tika ini masih boleh dinikmati
oleh sejumlah 65 peratus pene-
rima inisiatif itu sebelum ini.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

ri, berkata formula RM4,000 itu
adalah yang terbaik kerana pada
awalnya kerajaan negeri mahu
memberikan 25 meter padu air
percuma kepada isi rumah ber-
pendapatan RM2,000.
“Pada asasnya, kita mahu te-

tapkan tangga gaji sebanyak
RM2,000 bagaimanapun kita
naikkan kepada RM4,000 kerana
di Selangor, golongan B40 adalah
pendapatan isi rumah adalah

RM6,000 ke bawah.
“Berdasarkan kajian kita juga,

dengan tangga gaji itu (RM4,000),
65 peratus isi rumahmasih boleh
menikmati faedah air percuma
kerajaan negeri,” katanya ke-
pada pemberita selepas meras-
mikan Konvensyen Transforma-
si Pengurusan Hal Ehwal Islam,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di Dewan Syarahan dan
Muzakarah Islam, semalam.
Beliau berkata, bagi isi rumah

yang mempunyai pendapatan
melebihi yang ditetapkan, tetapi
mempunyai ahli keluarga yang
ramai, mereka boleh memohon
untuk mendapatkan faedah ber-
kenaan.
Katanya, sebelum ini faedah

air percuma dinikmati semua ba-
gaimanapun penetapan tangga
gaji dibuat untuk memastikan
hanya golongan yang benar-be-
nar memerlukan sahaja menda-
pat faedah itu.
“Bagi penyewa, mereka boleh

mendaftar akaun secara terus
dan bukan diberikan kepada tu-
an rumah. Jika sebelum ini, tuan
rumah yang mendapat manfaat,
kali ini penyewa pula yang da-
pat,” katanya.
Sementara itu, Program Pem-

berian Air Percuma yang dilak-
sanakan kerajaan Selangor sejak
1 Jun 2008, akan dijenamakan
sebagai Skim Air Darul Ehsan
berkuat kuasa 1 Mac 2020.
Amirudin sebelum ini berkata,

keputusan itu berikutan pening-
katan jumlah penduduk setiap
tahun yangmemberi kesan besar
kepada kedudukan kewangan ne-
geri.
“Menerusi Skim Air Darul Eh-

san, ia akan menyasarkan kum-
pulan penduduk dengan penda-
patan isi rumah RM4,000 dan ke
bawah, bagi pengguna domestik
yang mempunyai meter individu.
“Bagi pengguna di pangsapuri

kos rendah yangmempunyai me-
ter pukal, syarat kelayakannya
adalah sama, namun permoho-
nan mereka perlu mendapat pe-
ngesahan daripadaBadanPengu-
rusan Bersama (JMB) atau Per-
badanan Pengurusan (MC),” ka-
tanya.

Penetapan tangga gaji air percuma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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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mbangunan pesisir 
pantai Sungai Klang 
dikenali sebagai pro-

jek Gerbang Maritim atau 
Selangor Maritime Ga-
teway (SMG) berjaya me-
mulihkan Sungai Klang 
yang pernah dikategorikan 
antara sungai terkotor di 
Malaysia yang berada da-
lam kategori kelas lima 

Sungai Klang 
berubah wajah, 
menjadi lokasi 
riadah orang 

ramai

SHAH ALAM 

‘Dulu kelas 5, sekarang kelas 3’
kepada kelas empat atau 
tiga sejak lima tahun lalu. 

Malah menariknya, 
teknologi dron digunapa-
kai untuk memantau akti-
viti pembuangan sampah 
haram oleh pihak tidak 
bertanggungjawab

Pengarah Urusan Lan-
dasan Lumayan Sdn Bhd, 
Syaiful Azmen Nordin ber-
kata, Sungai Klang yang 
dahulunya diklasifikasikan 
sebagai tercemar, kini sudah  
berubah wajah dan semakin 
pulih hasil program pem-
bersihan dan pemuliharaan 
projek SMG di bawah inisi-
atif Menteri Besar Incorpo-
rated (MBI) itu. 

Menurutnya, sejak pe-
lancaran projek tersebut 

oleh pihak tidak bertang-
gungjawab,” katanya. 

Menurut Syaiful Az-
men, berikutan usaha pe-
ngurangan sampah yang 
dibuat itu, alat pengesan 
mendapati  kualiti air su-
ngai Klang juga berubah 
lebih baik iaitu dari tahap 
kelas lima kepada kelas em-
pat atau tiga berbanding 
lima tahun lalu. 

Menjelaskan lanjut usa-
ha SMG, Syaiful Azmen 
berkata, lima unit patrol  
yang berperanan mengum-
pul data dan memantau 
Sungai Klang ditubuhkan 
selain meningkatkan kerja-
sama dengan orang awam 
serta 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NGO) khususnya 
bagi beberapa program 
pembersihan sungai. 

“Orang awam dan ba-
dan bukan kerajaan seper-
ti Kelab Warisan Sungai 
Klang, MPK River Rangers, 
KLEco Malawati, Active 8 
dan Selangor Youth Com-
munity membantu me-
mantau  Sungai Klang. 

“Semua laporan pe-
mantauan diserahkan ke-
pada Lembaga Urus Air 
Selangor, Pejabat Daerah 
dan Tanah, Majlis Perban-
daran Klang serta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katanya. 

Mengenai projek lain, 
Syaiful Azmen berkata, dua 

pembangunan melibatkan 
sungai sedang dilaksana-
kan iaitu Taman awam 
Pengkalan Batu dan hutan 
paya bakau di muara Su-
ngai Klang.

“Ia adalah produk eko-
pelancongan  di Klang yang 
dijangka siap pada tahun 
2022. Projek SMG ini me-
numpukan kepada peran-
an Sungai Klang sebagai 
lokasi aktiviti riadah untuk 
masyarakat.

 “Misalnya pembinaan 
laluan pejalan kaki sejauh 
1.6 KM di hutan paya ba-
kau menyediakan peluang 
riadah sambil boleh menik-
mati keindahan flora dan 
fauna,” katanya.

Syaiful Azmen 
menunjukkan salah 
satu model 
pembangunan yang 
dilakukan ke atas 
Sungai Klang.

Lebih 50,000 tan metrik 
sampah dikeluarkan dari 
Sungai Klang sejak 
empat tahun lalu.

empat tahun lalu, dianggar-
kan lebih 50,000 tan metrik 
sampah sudah dibersihkan 
dari Sungai Klang yang 
mana 70 peratus daripada 
jumlah sampah dibersih-
kan itu adalah sisa plastik.

“Pihak kami diberi 
mandat  melaksanakan 
kerja-kerja pembersihan 
Sungai Klang sepanjang  56 
kilometer (km), bermula 
dari pusat beli-belah Mid 
Valley (Lembah Klang) 
hingga muara Sungai Klang 
serta memantau situasi Su-
ngai Penchala dan Sungai 
Damansara. 

“Sebagai usaha untuk 
mengawal sampah-sampah, 
pihak kami telah memasang 
tujuh perangkap sampah di 

semua ca-
bang sungai 
yang mengalir 
ke Sungai 
Klang. Semen-
tara dron digu-
nakan untuk 
memantau akti-
viti pembuangan 
sampah h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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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ji lebih RM4,000 boleh mohon
Perlu penuhi 
syarat untuk 
dapatkan air 

percuma 
Selangor

ASYRAF MUHAMMAD

SHAH ALAM

O rang ramai yang ber-
pendapatan mele-
bihi RM4,000 boleh 

membuat permohonan 
Skim Pemberian Air Per-
cuma Selangor sekiranya 
mempunyai jumlah isi ru-
mah yang rama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i-
hak berkenaan boleh mem-
buat permohonan melalui 
borang yang akan disediakan 
bersama lampiran bukti-
bukti berkaitan bagi menya-
takan jumlah isi rumah di 
sesebuah kediaman.

Menurutnya, selain itu 
penyewa rumah juga boleh 

Amirudin (enam dari kiri) bergambar bersama peserta Konvensyen Transformasi Pengurusan Hal Ehwal 
Islam JAIS di Dewan Syarahan dan Muzakarah Islam Masjid Negeri Shah Alam semalam.

mendaftarkan akaun me-
reka secara terus bagi men-
dapatkan inisiatif bantuan 
yang disediakan.

“Kalau sebelum ini pe-
milik rumah mendapat 
manfaat namun kali ini 
penyewa yang akan mem-
peroleh kelebihan daripada 
aset-aset kita berikan. Na-
mun perkara itu kita akan 
lihat dan kemukakan balik.

“Sebenarnya daripada 

kajian kita, dengan tangga 
gaji RM4,000, 65 peratus 
daripada penerima sedia 
ada tetap menerima inisi-
atif air percuma ini,” kata-
nya selepas Konvensyen 
Transformasi Pengurusan 
Hal Ehwal Islam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di Dewan Syarahan 
dan Muzakarah Islam 
Masjid Negeri Shah Alam 
di sini semalam.

Mengulas lanjut,  
Amirudin berkata, pembe-
rian air percuma buat go-
longan berpendapatan 
RM4,000 ke bawah itu bakal 
dilaksanakan bermula 1 Mac 
depan bagi membolehkan 
inisiatif berkenaan diberikan 
kepada mereka yang benar-
benar memerlukan.

“Sebab itu pelaksanaan 
ini diketengahkan dalam 
penjajaran ini. Kerajaan Se-

SHAH ALAM - Kerajaan Selangor akan mewu-
judkan perisian program bersama Smart Selangor 
bagi memantau sungai-sungai utama di negeri ini 
yang berpotensi tercemar dalam skala besar.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
kata, beliau juga sedang mengatur satu pertemuan 
dengan pihak berkaitan untuk membincangkan 
mengenai aspek perundangan dan langkah-langkah 
pemantauan sungai-sungai utama di Selangor.

“Saya masih ingat sehari sebelum (kejadian pen-
cemaran) kita menahan sebuah lori yang membu-
ang sisa kumbahan ke dalam Sungai Semenyih.

“Namun bagi beberapa kejadian sebelum ini ia 
melibatkan sistem ‘main hole’ daripada Indah Wa-
ter Konsortium (IWK) dan kita sukar untuk ambil 
tindakan kerana sepanjang (laluan) itu banyak ki-
lang dan kedai di mana kita sendiri tak tahu siapa 
yang bertanggungjawab,” katanya selepas Konven-
syen Transformasi Pengurusan Hal Ehwal Islam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di Dewan 
Syarahan dan Muzakarah Islam Masjid Negeri Shah 
Alam di sini semalam.

Pantau sungai tercemar

langor melihat formula 
RM4,000 ke bawah adalah 
terbaik walaupun pada asas-
nya kita nak beri 25 meter 
padu kepada mereka yang 

berpendapatan RM2,000 ke 
bawah. Tapi kita naikkan 
kepada RM4,000 untuk 
membantu golongan B40,”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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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otage not ruled 
out behind water 
disruption cases’

KEVIN DAVASAGA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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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has 
not discounted the possibility of sabotage 
on the recurring cases of water disruption 
in Selangor. 

“Elements of sabotage are for police to 
investigate but at the back of my mind, I 
cannot say that it may not be sabotage,” 
Water,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Minister Dr Xavier Jayakumar said 
yesterday. 

“It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look 
into. I have experience of more than 10 
years of water disruptions in Selangor and 
we always had the notion that it might be 
(sabotage),” he said when asked if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of water disruptions 
could be due to sabotage. 

Xavier had earlier launched the 
Malaysia International Water Convention 
at the Malaysi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xhibition Centre.  

He said it was quite a task to monitor 
water sources due to various reasons. 

“As far as we know,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onitor water resource intake areas as they 
are so wide, large and so rural sometimes ... 
you can’t have your eyes, ears in all these 
places all the time.” 

But he said measures are in place to 
monitor and detect irresponsible parties 
from committing such acts. 

He added industry players and the 
corporate sector must change their method 
of disposing waste water. 

“We have come to a stage where we 
can’t tolerate discharging of raw waste 
water into main streams. 

“If you are caught, you are going to pay 
a heavy price,” Xavier said, adding that he 
had instructed Indah Water and the 
National Water Services Commission to be 
more effective in their enforcement. 

Xavier said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reviewing by-laws and legislation to better 
protect water resources to ensure stricter 
enforcement when it comes to taking 
action against unscrupulous parties that 
contaminate water sources. 

He said among the laws that would be 
reviewed is the Water Services Industry Act 
2006. 

In June, it was reported that odour 
pollution was detected in the raw water 
source in Sungai Semenyih. On July 19, 
another case of odour pollution was 
detected in the raw water source in Sungai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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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S IN JOHAN SETIA

20 LANDOWNERS TO FACE THE MUSIC
They risk having
their plots
confiscated after
conducting open
burning recently

DAWN CHAN
KLANG
news@nst.com.my

TWENTY agricultural
landowners in Johan Se-
tia here risk having their
plots confiscated by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after they
were found to have conducted
open burning during the haze pe-
riod recently.
The state Fire and Rescue De-
partment, which assisted in ef-
forts to douse fires in Johan Setia
together with Klang Municipal
Council’s SkuadPantas, provided

information on the landowners.
This enabled the Klang District
and LandOffice to identify them.
Johan Setia was one of the ar-
eas severely blanketed by the
haze.
Its Air Pollutant Index (API)
registered “unhealthy” (more

than 100) and “very unhealthy”
(more than 200) readings during
the haze period.
A total of 939 schools in 10 dis-
tricts in the state were forced to
close, including in Kuala Langat
and here.
A total of 900,000 students

were affected.
Klangdistrict chief assistant of-
ficer Mohd Shahrizal Mohd
Salleh said seven landowners had
been slapped with Notice 7A of
the National Land Code, which
stated that they had flouted the
laws by carrying out open burn-
ing on their plots.
The remaining 13 landowners
were being investigated, he said.
Following Notice 7A, landown-
ers will be served Notice 7B,
which paves the way for inves-
tigations to be conducted where
reasons for openburningmust be
given and justified.
“The landowners will be given
three months to carry out reme-
dial works on their respective
plots. If they fail to do it, Notice
8Awill be used to confiscate their
land.
“We want to issue a stern warn-
ing to landowners that open
burning is an offence.”
Shahrizal said open burning
was viewed as a cheaper and

faster way to clear agricultural
waste to enable farmers to re-
plant their crops.
“However, it can harm the en-
vironment and we do not con-
done that.”
District Fire and Rescue De-
partment zone chief Samsol
Maarif Saibani advised landown-
ers in Johan Setia to fence off
their plots to deter trespassers
from turning their land into il-
legal dump sites.
He said investigation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cases of people
taking over idle and neglected
plots to dispose of waste, such as
clothing and scraps.
“There was a case in Johan Se-
tia where several individuals, be-
lieved to be drug addicts, set fire
to a mountain of rubbish on a
plot of land. It exacerbated the
haze.
“Farmers in the area also
claimed drug addicts burnt wires
to extract copper,” he told the
New Straits Times yesterday.

Fire and Rescue Department personnel inspecting the site of open
burning in Johan Setia, Klang, recently. FILE 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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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氣功總會

同慶3佳節
(梳邦再也i日讯）马来西亚智能气功 

总会日前于梳邦再也LSJ4的斯里雪兰莪 
国小同庆3佳节，即中秋联谊晚会、国 

庆曰和华人教师节，场面非常热闹！
大会邀请中国智能气功资深老师卢林 

坤老师和郑百灵老师前来，带领练功并 
获得近150位会员与其它智能气功组织出 

席参与。
总会长林主栲指出，马来西亚智能气 

功总会将率团逾50位会员，参与第10届 

马新智能气功交流会。
他说，这场活动由马来西亚智能气功

联合会主#1、马来西亚智能气功协会主 
办。

“同时，在11月5至12日，前往北京 

气功海外旅游，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气功 
海外旅游，有兴趣者可以联络本会秘书 
处。”

5也也感谢梳邦再也州议员黄美诗、梳 
邦再也市议员李燕韵等出席活动。

另外，李燕韵鼓励居民运用市议会的 
设施，例如免费巴士、多媒体图书馆、 
游泳池、健身房、室内羽毛求场和公园 
里的运动设备。

“除了运动，居民也可以参与市议会 
所提倡的保绿运动如社区菜园。”

梳邦再也市议会也实行了长远的计划 
在提升建造行人道以让居民可以安全的 
使用公共交通及设备。

■卢林坤和郑百灵带领近150位会员集体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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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4週年活動

篇威大學學生参與其中

双
威教育集团（Sunway 

Education Group) 

与大马联合国（United 

N a t i o n s )合作，配合 

#Act4SDGs，即从9 月 

20曰至30曰的国际周 

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巨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 

称SDG) 4周年纪念，于曰 

前举办 “Shine a Light 

on Sustainability： Rock 

the Goals 2019”，旨在 

聚集领导和社会人士，提 
高促进国家达致17个SDG 

的意识。

联合国成员国在2015

■李馥彦（前排站者左4起）、东姑阿米尔沙与17名政要及双威大学学生在“Shine 
a Light on Sustainability: Rock the Goals 2019” 结束后，开心合照。

年一致通过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提出为地球和 

人类的现今与未来所设， 

会员国共有的和平和发展 
蓝本。17项SDG为一个紧 

急号召，全球无论发展或 

发展中国家，需携手打击 

贫困和其他课题，提升全 

球健康和教育水平、减低 

不平等待遇、刺激经济成 

长，而最主要的莫过于针 

对全球暖化，努力保护海

洋和森林。

雪州王储东姑阿米尔沙 

指出，可持续发展议程必 

须获得政府、私人领域和 

个人的持续配合与合作， 

方能取得成功。

双威教育集团总执 

行长李馥彦希望透过
Shine a Light in 

Sustainability： Rock 

the Goals 2019” 能进—* 

步带领双威社群和大众一

同朝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努力。

驻马联合国协调员斯 
蒂凡透露，SDG是经济成 

长、社会包及环境保护之 

间取得平衡，也是人文历 

史中最伟大的发展议程。

当晚，17名政要也受邀 

到场，分别为17项SDG发

貪。

网站；www.sunway_edu.my
(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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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灵
臣

成員衆多家庭
可申請免費水

很多家庭成员的居民不满 
州政府新政策一事，这么名

(莎阿南1日讯）尽管雪 
州政府宣布明年3月起家庭 
收入超过4000令吉将无法 

享有免费水，不过成员众 
多的家庭仍有机会享有免 
费水计划。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 
出，屋主或一家之主可提 
呈相关证据，向州政府申

请免费水计划。
“一间屋子有很多人或 

孩子居住，觉得他们有资 
格向我们申请免费水，我 
们将评估，他们的申请必 
须附上证据，证明屋内住 
著多名家庭成员。”

他今日出席伊斯兰事务 
管理转型大会后，针对有

回应。

65%用戶繼續享有福利

阿米鲁丁指出，根据州 
政府研究，65%免费水用户 

明年继续享有这福利。
此外，他提到，州政府 

计划设立雪州精明机构联 
合监督队，监督国内高风 
险会被污染的河流。

他说，这可解决州内不 
断发生河流污染问题，包 
括上周六士毛月河受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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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陳式太極拳協會
受邀出席活動表演

(安邦1日讯）吉隆坡 
陈式太极拳协会日前受邀 
出席两项中秋文化晚会， 
及在马来西亚日庆典上表 
演。

参举表演的晚会有由 
安邦再也市议会与安邦新 
镇缤纷广场购物中心联 
办的“明月中秋文化晚 
会”，及安邦甘榜打昔居

民协会活动中心所主办的 
中秋联欢晚会。

该会分别呈献了陈式太 
极22式、竞赛套路、陈式

太极单刀、抢及太极扇、 
拳术与技术等，同时在安 
邦甘榜打昔居民协会活动 
中心所主办的中秋联欢晚 
会上所呈献的短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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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咏劉永山

I久前，全国大 
部分地区才面

解
決
污
染
問
題

对烟霾犯境问题。后 
来由于季候风变向， 
麵m财暂时获得 

’解决，谁知道上周五 
雪州士毛月河滤水站 
因士毛月河河水的臭 
阀值（T0X)指数达5 

级而被迫暂时关闭。
这样一来，瓜冷县 

和万津区再次发生无 
预警断水长达一天半 
左右，官方文告解 
释，臭阀值（TON) 
指数达5级乃因为士 

毛月河流再一次发生 
气味污染。

气味污染并非一般 
的污染。一般发生的 
河流污染，即水源污 
染，就有如不法分子 
把未经处理的污水直 
接倒入河流之中，造 
成河水里面的化学物 
质増加，导致B0D和 

COD也増加，因此滤水站必须 

立即关闭，避免污水流入滤 
水系统之中，破坏滤水站的 
设备。

反之，气味污染则是因为 
水源中存有异味。这可能源 
于河水之中的污染物，也有 
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虽然 
大部分时候是因为污染物造 
成）。最常见的解决方式 
就是以活炭粉（Activated 

carbon)把异味吸走。这个 

道理就好像人们一般在车上 
置放榴楗，过后把火炭置放 
在车内吸走异味一样。

事发初期有消息传出气味 
污染是因为英达丽水的污水 
处理厂把污水排入河中，惟 
过后英达丽水发文告否认。 
该公司已向警方报案，经调 
查后，英达丽水的污水处理 
厂获准恢复操作。虽然英达 
丽水极力否认，并强调异味

来源是源自距离英达丽水污 
水处理厂两公里的地方，但 
是有关方面，尤其是雪州水 
源管理局（LUAS)和环境局 

必须给予所有使用者一个全 
面交代。

以科技加強監督

雪州因为河流水源污染而 
断水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单 
单是我的选区(万津），今年 
已经是第二次了。既然不是 
第一次，因此选民自然希望 
雪州政府经一事长一智，吸 
取教训预防或减少河流再次 
遭受污染。

同一时期，柔佛、马六甲 
以及沙巴部分地区都因为不 
同原因而水供中断。在柔佛 
和马六甲，由于水坝水位偏 
低，导致新邦令金、哥打丁 
宜和丰盛港必须配水。沙巴 
根地咬郊区则因为天气干 
旱，加上该地区本来就没有 
自来水供应，导致当局必须 
紧急运输自来水给郊区村 
民

° 干旱的天气、烧芭造成的 
烟霾、水源受到污染……这 
一连串的环境问题屡屡发 
生，政府机构在短时期之内 
以同样的方式解决问题，惟 
我们不能继续以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方式来处理问 
题。

首先必须从科技下手，即 
使用科技加强监督。既然是 
科技，那么肯定必须花钱。 
虽说科技会随著时间的进步 
而变得更廉宜，但是我们还 
是必须准备花这笔钱。因 
此，我赞成雪州政府重新规 
划实行了 11年的免费水计 
划。

至于越境的污染问题，如 
来自邻国大规模烧芭造成的 
烟霾，除了以技术和卫星来 
监督，我们只能依靠国际法 
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协商和合 
作来处理，尤其是后者。总 
而言之，人们不能坐以待 
毙，政府机构更必须绞尽脑 
汁解决问题，如果某一个方 
式已经不再有效，或者是其 
效果一般，那就不能再以同 
样方式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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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剎限塑風暴
高it瑶

两年，雪州各地的巴刹非常热

JILL 闹。
先是雪州政府颁布禁塑令，从 

201T年1月1日起禁止超市及零售商 

提供免费塑料袋，消费者必须自费 
每个20仙购买。然而，政策实施一 

年馀却成效不彰。上周日许来贤州 
行政议员再加一码，强制向所有购 
买塑料袋的商家徵收每个20仙的税 

务。几波下来，巴刹里纷纷扰扰、 
鸡飞狗跳，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也 
衍生。

一些循规蹈举的小贩乖乖响应政 
策，却换来一鼻子灰。就遇过一对 
卖干粮的姐妹花，安娣买蒜头江鱼 
仔，姐姐问：有带东西来装吗？安 
娣一脸迷惑望著她，姐姐继续说： 
政府说不可以给塑料袋了哦，一个 
两毛钱！安娣丢下一句“有没有搞 
错啊！ ”头也不回的转到隔壁摊， 
人家大方赠送。下次再见双娇，塑

料袋一个接一个抽得嗖嗖响，不然 
顾客全跑光。

打亂採買節奏

有一些观望型小贩，见A摊收费 
被骂，B摊免费赠送也没人捉，立 

即照办煮碗，问他：不怕被开三万 
吗？他笑说：讲而已啦，还没有这 
么快实行，管他的。

还有一批坚绝反对的中坚份子， 
管他什么禁塑政策，手起刀落， 
双手俐落，右手快速将蔬菜放上磅 
秤，嘴上计算著价格，左手同时拉 
出塑料袋，10钞钟不到，已经抨 
好、算好及装好一样菜。这当儿， 
还腾得出嘴巴骂政府：我最反对什 
么鬼禁塑令，这些做官的整天坐在 
冷气房，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是 
每个地方都适合的。这些湿的菜， 
动一动就烂，不用塑料袋用什么？ 
他又没有给我们其他替代品。你想 
想看，如果要买一家十几口的菜，

怎样带tupperware? tupperware 

几十个，怎样塞进冰箱？
这类摊贩让嫌麻烦的顾客很开 

心，也一并打乱自备购物袋顾客 
的采买节奏。就见过这样的场 
景：某阿姨带了购物袋，结账时 
要摊贩把菜装入，却换来一顿奚 
落：这样很多工啦！然后继续将 
菜放入塑料袋。

應採取柔性攻略

禁塑政策目的在鼓励自备购物 
袋，对物品皆已包装好的超市、卖 
场或商店而言，改变塑料袋使用习 
惯的成本不高，但对完全裸卖的巴 
刹而言却复杂得多。特别是，巴刹 
是一个人声鼎沸、人潮汹涌、价格 
弹性、买卖靠交情的所在，换一个 
做法，就是对习惯的颠覆，所需付 
出的代价要高得多。

套句成人学习理论所说的，曰常 
生活就靠一种无需思考的惯例行为

所支撑，一旦惯例被新行为打乱， 
认知就会出现冲突，并衍伸出抗 
拒、逃避或重新学习适应的不同反 
应。用在限塑政策上，给予消费者 
一段时间适应及学习，就变得非常 
关键。

雪^1政府除了采取“以价制量” 
及惩罚的手段强制民众改变行为 
外，何不花多一点心思在奖励性的 
柔性攻略，给予民众时间适应及重 
新学习的机会呢？而且别忘了，提 
供实用方便的替代方法，比什么都 
重要。

Page 1 of 1

02 Oct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9
Printed Size: 45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8,896.23 • Item ID: MY003743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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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株巴辖晋江会馆各机构成员与嘉宾合唱生日歌，前左2起林伟弘、龚书荣、傅恿驄、纪孙 

义、黄清顺、林建柱及邱佳祝。

黃清順：兌現大選宣言

(各株巴辖1日訊）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 

合会总会长黄清顺说，随著沙巴州成为全囯 

第5个承认统考文凭的州属，希望希盟政府 

也能尽速承认统考文凭，兑现希盟在大选宣 

言对人民的承诺。

他补充，教育部即将公布独中统考特别委员会， 
研究承认统考文凭课题的报告，希望捎来好消息。

黄清顺昨晚在荅株巴辖晋江会馆欢庆98周年、青 
年团39周年及妇女组24周年会庆联欢晚宴，致词时 

这么说。

冀減個人公司所得稅

他说，目前我国经济低迷，棕油、橡胶价格及需 
求疲弱，建筑业及屋业跌入谷底，还有中美贸易 
战、英国脱欧及香港动乱等课题，都将影响全球经 
济
;° “根据报导，全球经济有70%几率将步入衰退， 

我国也不能幸免。”
黄清顺希望政府在1〇月11日提呈国会的2020年财 

政预算案，顺应民意调低个人及公司所得税，以提 
振国内对经济展望的悲观情绪。

柔州议会副议长颜碧贞的代表林伟弘市议员致

■荅株巴辖晋江会馆清寒会员子女大学助学金得主，与洪维龙（左6起）、邱佳祝及纪华昌。

晉江930舞蹈交流會

300 “舞林”高手

词时说，国人平均每天生产1.2公斤垃圾，而答 

株巴辖市议会每月耗费逾百万令吉处理垃圾，为 
了减少垃圾量，市议会一直努力推广垃圾分类活 
动。

他赞扬慈济积极配合市议员及地方领袖，协肋 
宣导及教育民众爱护环境，并进行垃圾分类、减 
少垃圾及拒绝使用一次性塑料，希望更多组织加 
入环保行列。

林伟弘提及希盟政府非常注重教育，今年共拨 
款5000万令吉给政府资助华小、2000万令吉给政 
府华小及1200万令吉给独中，而且拨款直接汇入 

受惠单位户头，杜绝乾捞问题。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已宣 

布，从11月至明年12月31日，托儿所将享有20% 

电费回扣，希望本地业者踊跃向福利局注册，以 
享有回扣。”

#株巴辖晋江会馆配合98周 
口年庆典，举办“晋江930 

舞蹈交流会”，获得14个舞蹈 
组织逾300名“舞林”高手同 

台切磋舞艺，进行交流。
会上也颁发大学肋学金给11 

名清寒会员子女，包括刘翰 
颖、张宏业、王邡婷、林思 
敏、刘玮丽、鲍蕙芹、谢伟 
伟、蔡美美、冯迦敏、许宇 
雯、苏依欣。

大会也庆贺该会妇女组秘书 
陈沛羚荣任荅株巴辖市议员， 
总务蔡怀福荣任石文丁村长，

福利主任庄福源荣任巴力务鲁 
村长，会员颜建宏荣任米那务 
固村长。

当晚也有一段芭蕾舞表演环 
节，由该会乡亲刘维益的孙子 
刘贤曦呈献，以感谢会馆在其 
父亲患病期间给予的捐肋。

在场者包括柔佛州务大臣特 
别事务官傅恿騸、该会馆永久 
名誉会长杜清趁、龚书荣、邱 
佳祝、财政纪华昌、教育主任 
洪维龙、妇女组主任柯丽珍、 
副主任邱萍兰及筹委会主席纪 

孙义。

林建柱冀調低水費
&株巴辖晋江会馆会长林建柱说，政 
白府正考虑调整水费，但希望原本就 

高昂的柔州水费能进一步调低，而不是再 
调高。

他说，全国水费介于每20立方米的每立 
方米1令吉至3令吉不等，其中柔州因之前 
有45%水源因水喉陈旧破裂流失，把这笔 

账算在消费者头上，造成柔州水费最高， 
现在水喉应该都已换新，当局应重新计算

合理水费。
针对政府计划以水电费单作为领取燃油 

津贴的参考标准之一，林建柱认为，政府 
应让符合资格者减少路税更简单实际，也 
不必劳师动众，或增加油站业者的工作。

基于老年人口不断增加，他呼吁政府立 
法保障老年人权益，如规定私人医院给予 
老年人特别折扣。

“早期我们号称有300万晋江人，其中 
200万人身在海外，说明晋江人勇于冒 
险，具备团结、诚信、谦恭及拚搏4大特 

点，希望这些优点世代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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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咏劉永山

I久前，全国大 
部分地区才面

解
決
污
染
問
題

对烟霾犯境问题。后 
来由于季候风变向， 
麵m财暂时获得 

’解决，谁知道上周五 
雪州士毛月河滤水站 
因士毛月河河水的臭 
阀值（T0X)指数达5 

级而被迫暂时关闭。
这样一来，瓜冷县 

和万津区再次发生无 
预警断水长达一天半 
左右，官方文告解 
释，臭阀值（TON) 
指数达5级乃因为士 

毛月河流再一次发生 
气味污染。

气味污染并非一般 
的污染。一般发生的 
河流污染，即水源污 
染，就有如不法分子 
把未经处理的污水直 
接倒入河流之中，造 
成河水里面的化学物 
质増加，导致B0D和 

COD也増加，因此滤水站必须 

立即关闭，避免污水流入滤 
水系统之中，破坏滤水站的 
设备。

反之，气味污染则是因为 
水源中存有异味。这可能源 
于河水之中的污染物，也有 
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虽然 
大部分时候是因为污染物造 
成）。最常见的解决方式 
就是以活炭粉（Activated 

carbon)把异味吸走。这个 

道理就好像人们一般在车上 
置放榴楗，过后把火炭置放 
在车内吸走异味一样。

事发初期有消息传出气味 
污染是因为英达丽水的污水 
处理厂把污水排入河中，惟 
过后英达丽水发文告否认。 
该公司已向警方报案，经调 
查后，英达丽水的污水处理 
厂获准恢复操作。虽然英达 
丽水极力否认，并强调异味

来源是源自距离英达丽水污 
水处理厂两公里的地方，但 
是有关方面，尤其是雪州水 
源管理局（LUAS)和环境局 

必须给予所有使用者一个全 
面交代。

以科技加強監督

雪州因为河流水源污染而 
断水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单 
单是我的选区(万津），今年 
已经是第二次了。既然不是 
第一次，因此选民自然希望 
雪州政府经一事长一智，吸 
取教训预防或减少河流再次 
遭受污染。

同一时期，柔佛、马六甲 
以及沙巴部分地区都因为不 
同原因而水供中断。在柔佛 
和马六甲，由于水坝水位偏 
低，导致新邦令金、哥打丁 
宜和丰盛港必须配水。沙巴 
根地咬郊区则因为天气干 
旱，加上该地区本来就没有 
自来水供应，导致当局必须 
紧急运输自来水给郊区村 
民

° 干旱的天气、烧芭造成的 
烟霾、水源受到污染……这 
一连串的环境问题屡屡发 
生，政府机构在短时期之内 
以同样的方式解决问题，惟 
我们不能继续以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方式来处理问 
题。

首先必须从科技下手，即 
使用科技加强监督。既然是 
科技，那么肯定必须花钱。 
虽说科技会随著时间的进步 
而变得更廉宜，但是我们还 
是必须准备花这笔钱。因 
此，我赞成雪州政府重新规 
划实行了 11年的免费水计 
划。

至于越境的污染问题，如 
来自邻国大规模烧芭造成的 
烟霾，除了以技术和卫星来 
监督，我们只能依靠国际法 
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协商和合 
作来处理，尤其是后者。总 
而言之，人们不能坐以待 
毙，政府机构更必须绞尽脑 
汁解决问题，如果某一个方 
式已经不再有效，或者是其 
效果一般，那就不能再以同 
样方式解决问题。

Page 1 of 1

02 Oct 2019
China Press (Melaka),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6,073 • Page: C7
Printed Size: 37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5,009.00 • Item ID: MY003743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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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剎限塑風暴
高it瑶

两年，雪州各地的巴刹非常热

JILL 闹。
先是雪州政府颁布禁塑令，从 

201T年1月1日起禁止超市及零售商 

提供免费塑料袋，消费者必须自费 
每个20仙购买。然而，政策实施一 

年馀却成效不彰。上周日许来贤州 
行政议员再加一码，强制向所有购 
买塑料袋的商家徵收每个20仙的税 

务。几波下来，巴刹里纷纷扰扰、 
鸡飞狗跳，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也 
衍生。

一些循规蹈举的小贩乖乖响应政 
策，却换来一鼻子灰。就遇过一对 
卖干粮的姐妹花，安娣买蒜头江鱼 
仔，姐姐问：有带东西来装吗？安 
娣一脸迷惑望著她，姐姐继续说： 
政府说不可以给塑料袋了哦，一个 
两毛钱！安娣丢下一句“有没有搞 
错啊！ ”头也不回的转到隔壁摊， 
人家大方赠送。下次再见双娇，塑

料袋一个接一个抽得嗖嗖响，不然 
顾客全跑光。

打亂採買節奏

有一些观望型小贩，见A摊收费 
被骂，B摊免费赠送也没人捉，立 

即照办煮碗，问他：不怕被开三万 
吗？他笑说：讲而已啦，还没有这 
么快实行，管他的。

还有一批坚绝反对的中坚份子， 
管他什么禁塑政策，手起刀落， 
双手俐落，右手快速将蔬菜放上磅 
秤，嘴上计算著价格，左手同时拉 
出塑料袋，10钞钟不到，已经抨 
好、算好及装好一样菜。这当儿， 
还腾得出嘴巴骂政府：我最反对什 
么鬼禁塑令，这些做官的整天坐在 
冷气房，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是 
每个地方都适合的。这些湿的菜， 
动一动就烂，不用塑料袋用什么？ 
他又没有给我们其他替代品。你想 
想看，如果要买一家十几口的菜，

怎样带tupperware? tupperware 

几十个，怎样塞进冰箱？
这类摊贩让嫌麻烦的顾客很开 

心，也一并打乱自备购物袋顾客 
的采买节奏。就见过这样的场 
景：某阿姨带了购物袋，结账时 
要摊贩把菜装入，却换来一顿奚 
落：这样很多工啦！然后继续将 
菜放入塑料袋。

應採取柔性攻略

禁塑政策目的在鼓励自备购物 
袋，对物品皆已包装好的超市、卖 
场或商店而言，改变塑料袋使用习 
惯的成本不高，但对完全裸卖的巴 
刹而言却复杂得多。特别是，巴刹 
是一个人声鼎沸、人潮汹涌、价格 
弹性、买卖靠交情的所在，换一个 
做法，就是对习惯的颠覆，所需付 
出的代价要高得多。

套句成人学习理论所说的，曰常 
生活就靠一种无需思考的惯例行为

所支撑，一旦惯例被新行为打乱， 
认知就会出现冲突，并衍伸出抗 
拒、逃避或重新学习适应的不同反 
应。用在限塑政策上，给予消费者 
一段时间适应及学习，就变得非常 
关键。

雪^1政府除了采取“以价制量” 
及惩罚的手段强制民众改变行为 
外，何不花多一点心思在奖励性的 
柔性攻略，给予民众时间适应及重 
新学习的机会呢？而且别忘了，提 
供实用方便的替代方法，比什么都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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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咏劉永山

I久前，全国大 
部分地区才面

解
決
污
染
問
題

对烟霾犯境问题。后 
来由于季候风变向， 
麵m财暂时获得 

’解决，谁知道上周五 
雪州士毛月河滤水站 
因士毛月河河水的臭 
阀值（T0X)指数达5 

级而被迫暂时关闭。
这样一来，瓜冷县 

和万津区再次发生无 
预警断水长达一天半 
左右，官方文告解 
释，臭阀值（TON) 
指数达5级乃因为士 

毛月河流再一次发生 
气味污染。

气味污染并非一般 
的污染。一般发生的 
河流污染，即水源污 
染，就有如不法分子 
把未经处理的污水直 
接倒入河流之中，造 
成河水里面的化学物 
质増加，导致B0D和 

COD也増加，因此滤水站必须 

立即关闭，避免污水流入滤 
水系统之中，破坏滤水站的 
设备。

反之，气味污染则是因为 
水源中存有异味。这可能源 
于河水之中的污染物，也有 
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虽然 
大部分时候是因为污染物造 
成）。最常见的解决方式 
就是以活炭粉（Activated 

carbon)把异味吸走。这个 

道理就好像人们一般在车上 
置放榴楗，过后把火炭置放 
在车内吸走异味一样。

事发初期有消息传出气味 
污染是因为英达丽水的污水 
处理厂把污水排入河中，惟 
过后英达丽水发文告否认。 
该公司已向警方报案，经调 
查后，英达丽水的污水处理 
厂获准恢复操作。虽然英达 
丽水极力否认，并强调异味

来源是源自距离英达丽水污 
水处理厂两公里的地方，但 
是有关方面，尤其是雪州水 
源管理局（LUAS)和环境局 

必须给予所有使用者一个全 
面交代。

以科技加強監督

雪州因为河流水源污染而 
断水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单 
单是我的选区(万津），今年 
已经是第二次了。既然不是 
第一次，因此选民自然希望 
雪州政府经一事长一智，吸 
取教训预防或减少河流再次 
遭受污染。

同一时期，柔佛、马六甲 
以及沙巴部分地区都因为不 
同原因而水供中断。在柔佛 
和马六甲，由于水坝水位偏 
低，导致新邦令金、哥打丁 
宜和丰盛港必须配水。沙巴 
根地咬郊区则因为天气干 
旱，加上该地区本来就没有 
自来水供应，导致当局必须 
紧急运输自来水给郊区村 
民

° 干旱的天气、烧芭造成的 
烟霾、水源受到污染……这 
一连串的环境问题屡屡发 
生，政府机构在短时期之内 
以同样的方式解决问题，惟 
我们不能继续以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方式来处理问 
题。

首先必须从科技下手，即 
使用科技加强监督。既然是 
科技，那么肯定必须花钱。 
虽说科技会随著时间的进步 
而变得更廉宜，但是我们还 
是必须准备花这笔钱。因 
此，我赞成雪州政府重新规 
划实行了 11年的免费水计 
划。

至于越境的污染问题，如 
来自邻国大规模烧芭造成的 
烟霾，除了以技术和卫星来 
监督，我们只能依靠国际法 
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协商和合 
作来处理，尤其是后者。总 
而言之，人们不能坐以待 
毙，政府机构更必须绞尽脑 
汁解决问题，如果某一个方 
式已经不再有效，或者是其 
效果一般，那就不能再以同 
样方式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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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剎限塑風暴
高it瑶

两年，雪州各地的巴刹非常热

JILL 闹。
先是雪州政府颁布禁塑令，从 

201T年1月1日起禁止超市及零售商 

提供免费塑料袋，消费者必须自费 
每个20仙购买。然而，政策实施一 

年馀却成效不彰。上周日许来贤州 
行政议员再加一码，强制向所有购 
买塑料袋的商家徵收每个20仙的税 

务。几波下来，巴刹里纷纷扰扰、 
鸡飞狗跳，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也 
衍生。

一些循规蹈举的小贩乖乖响应政 
策，却换来一鼻子灰。就遇过一对 
卖干粮的姐妹花，安娣买蒜头江鱼 
仔，姐姐问：有带东西来装吗？安 
娣一脸迷惑望著她，姐姐继续说： 
政府说不可以给塑料袋了哦，一个 
两毛钱！安娣丢下一句“有没有搞 
错啊！ ”头也不回的转到隔壁摊， 
人家大方赠送。下次再见双娇，塑

料袋一个接一个抽得嗖嗖响，不然 
顾客全跑光。

打亂採買節奏

有一些观望型小贩，见A摊收费 
被骂，B摊免费赠送也没人捉，立 

即照办煮碗，问他：不怕被开三万 
吗？他笑说：讲而已啦，还没有这 
么快实行，管他的。

还有一批坚绝反对的中坚份子， 
管他什么禁塑政策，手起刀落， 
双手俐落，右手快速将蔬菜放上磅 
秤，嘴上计算著价格，左手同时拉 
出塑料袋，10钞钟不到，已经抨 
好、算好及装好一样菜。这当儿， 
还腾得出嘴巴骂政府：我最反对什 
么鬼禁塑令，这些做官的整天坐在 
冷气房，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是 
每个地方都适合的。这些湿的菜， 
动一动就烂，不用塑料袋用什么？ 
他又没有给我们其他替代品。你想 
想看，如果要买一家十几口的菜，

怎样带tupperware? tupperware 

几十个，怎样塞进冰箱？
这类摊贩让嫌麻烦的顾客很开 

心，也一并打乱自备购物袋顾客 
的采买节奏。就见过这样的场 
景：某阿姨带了购物袋，结账时 
要摊贩把菜装入，却换来一顿奚 
落：这样很多工啦！然后继续将 
菜放入塑料袋。

應採取柔性攻略

禁塑政策目的在鼓励自备购物 
袋，对物品皆已包装好的超市、卖 
场或商店而言，改变塑料袋使用习 
惯的成本不高，但对完全裸卖的巴 
刹而言却复杂得多。特别是，巴刹 
是一个人声鼎沸、人潮汹涌、价格 
弹性、买卖靠交情的所在，换一个 
做法，就是对习惯的颠覆，所需付 
出的代价要高得多。

套句成人学习理论所说的，曰常 
生活就靠一种无需思考的惯例行为

所支撑，一旦惯例被新行为打乱， 
认知就会出现冲突，并衍伸出抗 
拒、逃避或重新学习适应的不同反 
应。用在限塑政策上，给予消费者 
一段时间适应及学习，就变得非常 
关键。

雪^1政府除了采取“以价制量” 
及惩罚的手段强制民众改变行为 
外，何不花多一点心思在奖励性的 
柔性攻略，给予民众时间适应及重 
新学习的机会呢？而且别忘了，提 
供实用方便的替代方法，比什么都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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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可敏否認羞辱雪蘇丹

“懺悔吧納吉别誹謗”
(吉隆坡1日讯）对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指控他 

在粉丝专页里，就雪兰莪州双语路牌课题羞辱雪 

兰莪州苏丹，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表示他将报 

案，要求警方彻查。

他于今日为国会和各国议会联 
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 

联办的“议员在亚太地区预防和 

打击恐怖主义的角色”区域大会 

后说，他已向通讯与多媒体委员 

会投报。

他说°，纳吉对他的指控是子虚 

乌有，除了已向通讯与多媒体委

员会投报，他也将报警要求彻 

查。
i说，他正在等法律顾问的进 

一步劝告，然后才决定后续行 

动。
1他强调，纳吉是在利用假新闻 

抹黑他和民主行动党。

“忏悔吧，纳吉！这显示你已

经没有其他课题，已经走投无路 

了，你还能走多远？”

投报警方多媒体委会

“我要劝告纳吉，忏悔吧，并 

回到正道，不要再继续诽谤了， 

在伊斯兰里，诽镑是一项重罪 

啊！ ” ,

日前，脸书里一个名为“倪可 

敏超级粉丝倶乐部”的专页发 

文，指雪兰莪州的双语路牌引起 
至少一个马来人不满，是这个马 

来人命令政府拆除双语路牌，如 
果哪个华人不满，就要当着这个 

马来人面前抗议，并指华人骂政 

府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马来人 

不知道大众的不满。

这则贴文过后被一名脸书用户 

"救世黄鸭”转发分享，而纳吉

较后截屏，要求警方调查，并要 

求希盟政府向倪可敏采取行动。

不过，倪可敏否认有关专页与 

他或行动党有关。

另外，倪可敏在询及政府会否 

检讨未审先扣的法令时说，相关 

法律能有效的防范恐怖主义滋 

生，只是必须严厉执行，确保没 

有任何一方会滥用这些有助于防 

范恐怖活动的法令。

他说，在预防恐怖主义活动 
上，《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 

别措施）法令（S0SMA )》及 

《罪案防范法令（P0KA )》、 

《2015年反恐怖主义法令》、 

《2014年防范罪案（修正与展 

延）法令》，还是非常的重要。 

(LMY)

■倪可敏（前排中）主持“议员在亚太地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角色” 
区域大会后，指未审先扣法令能有效的防范恐怖主义，只是必须严厉执 

行，确保不会被任何一方滥用。

接受馬智禮批評 

“感動那麼多人愛我”
•关教言部长马智礼针 

@对民德校友在民德校 

门前吊挂了一块只用中文书 

写的横幅的点名批评，倪可 

敏说：“谢谢教育部长的关 

注，那么多人这么爱我，这 

让我好感动丨”

他在受询时说，他接受马 

智礼的批评，同时已经传讯 

给后者。

“不管我去到哪里，都有 

人关注我，注意我去了那 

里，其实，那是由一名校友 

张挂的橫幅，不是校方张挂 

的，只是_场误会，不至于 

演变成课题。”

但他强调，人民都尊重国 

文为官方语言地位，但各源 
流学校也有学习母语的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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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市會新主席1:任
關注基本設施問題

(吉隆坡1日讯）悬空 

长达6个月的士拉央市 

议会主席，由47岁的前 

乌冷县长三苏沙里尔接 

任，他是于9月中接获委 

任状，并于今日正式走 

马上任。

成为士拉央市议会第 

七任主席的三苏沙里 

尔，于今日早上在常月 

集会上与所有市议会官 

员见面，随后在所有市 

议会部门主管及市议员 

的见证下宣誓就职。

被拖欠1700万税收

三苏沙里尔说，他从 

1998年开始在雪州服务 

至今，曾在各个不同部 

门及机构任职，而在过 

去的职务中也曾参与地 
方政府的工作，因此对 

地方政府的责任及运作 

有一定的了解。

“市议会的主要收入 

就是来自于门牌税收。 

市议会目前被拖欠的税 
收是高达1700万令吉， 

虽然并没有造成市议会 
面对资金上的困难，但 

是也造成市议会错失很

■上任士拉央市议会主席的三苏沙里尔，在同 

僚见证下首日打卡上班。

尤其士拉央区内设有多 

个旅游景点，包括黑风 

洞、拉贡山、达迈洞， 

还有多个森森保留地及 
休闲公园，甚至近期内 

也会重建士拉央热水湖 

的设备。

三苏沙里尔说，士拉 

央也于其他地方政府一 

样，面对非法垃圾问 

题，而区内的非法垃圾 

问题包括因垃圾承包 

商，没有在正确的地点 

倾倒垃圾所导致。因 

此，为了解决区内的非 

法垃圾问题，市议会将 

时时派员监督，取缔这 

些垃圾承包商不负责任 

的行为。（TSI)

多推行各项计划的机 
会0 "

三苏沙里尔也说，如 

东市议会能过解决这边 

这笔欠款’市议会将会 

有额外的资金进行更多 

项目及计划，从而提供 

更好的服务给市民。”

他也也希望居民也能 

时时向市议会反映区内 

的问题。

另外，他披露，他在 

上任后将会关)■主区内的 

非法垃圾、非法摊位、 

基本设施等问题，确保 

市议会能及时采取行动 

解决问题。

他强调，在提升区内 

的各项设施下，将有助 

于吸引更多游客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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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当局已依据地方政府法 
令第141条文发出通告给各单位业 

主，若有者感到不满，只需作出投 

诉，并在较后向当局解释原因。

“当局会聆听投诉者的原因，我 

相信之后有者可获减低涨幅，当然 

不是所有人都能降低涨幅，需要给 

出合理的原因。”

不过，他认为，提高门牌税不会 

直接导致房价高涨，因为槟威地方 

政府从2005年至今，已有15年不 

曾调涨门牌税，但房价在这期间依 

然涨价高达10倍，平均每年会提高

:如果上诉成功，当局或会调低涨幅。左起为庄厥成、方炎华；右为陈显

约8%，10年上涨近 

100% 〇

他说，根据1976年 

地方政府法令第137 (3)

条文，地方政府必须每5 

年调整门牌税估价表，此 

次调高门牌税获得的款项 

仍可惠及人民。

他解释，2019年与佳日星（中) 

2005年的开销成本相裕、尤端祥 

比，槟岛市政厅的开销增 
长约300%，而威省市政厅增长了 

800%左右，因此调高门牌税极有必

要，可让政府作为发展用途。
他续说，槟州的门牌税经过此次 

调涨后，仍低于其他同等阶级的地 

区。“槟岛市政厅和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吉隆坡市政厅等相比，门牌 

税更低；威省市政厅也较莎阿南市 

政厅、亚庇市政厅、梳邦再也市议 

会低，而且有些地区的地方政府还 

在考虑提局门牌税。”

询及为何政府过去15年不调整 

门牌税估价表，佳日星回应，根据 

法令，政府有权暂缓调整。

佳曰星于周二出席槟州中华总商 

会j槟威门牌税调整说明会”，如是 
表不0

方炎华：应逐步调涨
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斯里方 

炎华认为，政府可以调涨门牌税， 
但应逐步调涨，如要提高50%，可 

在第1年先上涨20%，之后再提高 

30% 〇

出席者尚有槟州中华总商会署理 
会长拿督陈显裕律师、副会长拿督 

庄厥成等。#

席佳日星表示，对门牌税涨幅不满者可以上诉，若能给 

出合理的理由，当局会考虑减低涨幅。

佳曰星:不满涨幅者可上诉

舍as格门R供
(槟城1日讯）槟州房屋及地方政府事务委员会主

资
讯
。

民
众
参
与
，
以
了
解
更
多
相
关
 

门
牌
税
调
整
说
明
会
吸
引
不
少

Page 1 of 1

02 Oct 2019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59,667 • Page: A6
Printed Size: 34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823.33 • Item ID: MY003743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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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1

02 Oct 2019
Malaysian Nanban,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65,000 • Page: 3
Printed Size: 30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780.36 • Item ID: MY003743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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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都商业大厦小贩公会主 

席周志强表示，自己是看到报 

纸才懂有这华裔小贩微型贷 

款，但不清楚申请程序、如何 

申请、需要什么文件或向哪家 

银行申请等《

“相信在本巴刹问10个小 

贩，有9个人会说不懂吧！” 

他说，过去，小贩是通过 

个人贷款方式申请现金，虽然 

个人贷款利率较高，但比起其 

他贷款较条件宽松，只要提供 

收人证明及信用卡的额度限

制，即可快速获批。

“当然，有小贩周转不灵， 

急用钱时，会向大耳窿借钱， 

试过有大耳窿到巴刹捣乱：所 

以政府若有新惠民政策，应该 

通过当地的人民代议十向相关 

人十办汇报会，丨丨:我们掌握最 

新的资讯；而地方上的人民代 

议士一般都有我们的联络”

他也表示，2万令吉的贷 

款并不多，这得视小贩生意量 

而定，有的或许根本不足应对 

所需。

薛富丰：贷款额低盼再调高

周志强：应办汇报会传资讯

吉隆坡武吉免登 

小贩商联合工会主席 

薛富丰表示，曾经协 

助有需要小贩申请，

但这计划是通过银行 

发放，比较不人性 

化，加上宣传不足，

大多数小贩不感兴 

趣，有者会为了方 

便，挺而走险的转向 

大耳窿借钱应急。

恐难抽时间到银行

他说，对大部分小贩而 

言，不是起旱摸黑忙到下午才 

休息，就是丁作到半夜才休 

息，平常早市小贩忙到下午2 

时许才睡觉，夜市则是刚起 

身，忙准备开档事宜，惟银行 

却在下午4时30分关门，小 

贩根本抽不出时间询问。

薛富丰说，小贩教育水平

或有限，无法与友族 

银行职员完善表达想 

要申请的贷款及所需 

的文件；而部分银行 

职员不了解这项计 

划，只能照书而背。

“尤其是一些没 

有按时还款的小贩， 

只要信贷情报服务私 

人有限公司的纪录不 

好，就会直接在提出 

申请时，被职员判为不合格而 

拒绝。”

他说，过去虽协助小贩尝 

试申请，但有90%申请被拒； 

目前转介绍他们申请其他非政 

府组织或政党提供的较简易微 

贷，同为4%利息《

他指出，最高2万令吉贷 

款不够应付现今高水平生活开 

销，顶多够办2个月采购，希 

望当局可再调高一点额度。

薛富丰

黄金州
政府探讨放宽微贷条规 回响

宣传不足条件较苛
中央政府推行华裔小贩微型贷款，协助小贩周 

转或扩展生意。（档案照）

小贩不懂申请微贷
潘丽婷

(八打灵再也1日讯）华裔小贩微型贷款宣传不足，尽管部分小贩知道政府有提供微 

贷，但基于资讯有限而不清楚申请程序，导致微贷乏人问津！

财政部长林冠英早前说，由政府准备的3000万令吉华裔小贩微型贷款发放款 

项很少，并研究其中原因。《南洋商报》记者针对此言抽样询问小贩公会代表意见 

时，不少人坦言有听说此计划，但却不懂如何申请。

了解，坊间一般认 

为，这项微贷是通 

过同家储蓄银行（BSN)发放 

申请，以致条件较为苛刻，对 

一般教育水平不高的小贩而 

言，难以和银行友族职员沟通 

及准备所需资料。

银行职员也不了解

所以，若是急着用钱，小 

贩们也宁可寻求条件宽松，但 

利息高的个人贷款，或有者甚 

至直接向大耳窿借贷。

另外，也有的小贩则误以 

为这项中央政府推行的微贷计

划，是雪州政府提供的微型贷 

款计划，又或是一个大马华裔 

贩商基金（YPPKM)，并表示上 

述两项计划都有人亲临公会汇 

报，所以他们较熟悉该些微贷 

的内容。

受访者觉得，华裔小贩微 

荆贷宣传不足是问题所在，很 

多人不清楚它的存在及申请方 

式，所以政府应在推介时加强 

宣传力度，包括通过人民代议 

士服务中心，为相关受惠者召 

开汇报会，以便小贩清楚知道 

如何申请。

有者也反映，即使是合作

银行旗下的分行职员也不太了 

解这项申请，以致小贩上门询 

问时无法提供协助。
此外，一些小贩因为曾拖 

欠或推迟缴付供期，信贷情报 

服务私人有限公司（CTOS)归 

列为记录不良，以致申请被 

拒，

盼简化申请程序

他们希望可以更简化贷款 

申请程序，吸引更多小贩提出 

申请。

小贩公会代表们反映，近 

年城市生活水平高居不下，不

少小贩认为，相关贷款额只能 

勉强维持一两个月的需要。

微贷最高2万令吉被视杯 

水车薪，根木无法帮助到小贩 

周转或扩展生意。

他们表示，该笔款项对小 

资木的小贩或许足够运用，但 

对于贩量大的小贩而言勉强应 

付所需，惟无法K期发挥效 

益。

W此，尽管4%的的年利 

率比银行或私人信贷公司来得 

低，但为了快速获取大量资金 

周转，一'般小贩还是偏向后 

者0

周志坚：搞好经济最重要
太子园巴刹贩商 

公会主席周忐坚指 

出，没听说过中央的 

小贩贷款，过去若中 

央有什么政策与优 

惠，都会通过媒体宣 

扬后，再通过州政 

府、人民代议十或是 

市议员向公会传达，

由我们去向会员传递 

信息。

他说，过去一个大马华裔 

贩商基金或是雪州的微殖贷款 

活动，都有负责的人到公司拜 

访他们解说，包括如何申请， 

所需条件等：但近年中央政府 

的政策都没有广泛宣传与推

“不过，木区为老 

巴刹，小贩皆做了几 

十年，已有稳定收 

人；所以不热衷申 

请：对小资木的巴刹 

小贩而言，2万令吉 

是足够做些小生

音0 ”Vlii、

他说，无论如 

何，对小贩而言，最 

重要是搞好经济，这 

样才能确保收人稳定，遗憾的 

是该区巴刹除了农历新年较兴 

旺外，自5月份开始更是相当 

淡，他们向消费者了解情况， 

主妇说出门要花钱，都是出一 

次门多买几天的菜，变成市场 

较静。

周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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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1日讯）呀吃石厂路的 

非法垃圾场上星期发生地下 

火，火焰扑灭后已重新填上 

泥土。

非法垃圾场8月胃起 

后，加影市议会已在该处展 

开突击检举行动，共扣押了

7辆罗里和发出罚单。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说， 

上周烟霾吹散后，双溪龙等 

地的上空仍灰蒙，相信烟雾 

来自垃圾场，无论如何，接 

获地下火投报后，市议会和 

消拯局即展开灭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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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食品、生活”为主题
天来指出，微商一般鲜少有机 

会参与大型商展活动，该会希 

望通过举办巴生展销会，提供 

微商向民众展出商品平台，让 

大家有机会任何和了解其商

(巴生1日讯）首届巴生展销

会（Klang Expo)将于 11 刀 2

日至3 R，一连两天，在巴生

福建会馆热烈引爆 

包括“健康、食品 

叮请民众踊跃出席

展出元素 

生活”，

该展销会获雪兰莪政府认 

可，巴生中小企业公会主办， 

Evenesisi为技术雄位，以及 

ClickDot、IndexPrint、YSS、 

MamaClub支持，入场免费。 

巴生中小企业公会主席符

nn

展不企业有创意产品

“展出也获得巴生中华总 

商会支持，以及雪兰莪投资促 

进机构（Invest Selangor)答应 

协助推广，并以健康、食品及 

时尚生活作为展销会主题；同 

时，在2日的开幕典礼会邀请 

商会、非营利组织、社团公会 

等出席见证。”

巴生展销会等您出席，左起叶苇治、林钜荣、王舜斌、黄木 

火、符天来及余保德。

巴生展销会节目策划王舜 

斌指出，巴生一向予人美食天 

堂印象，实际该区有很多默默 

耕耘企业，在经营生产有创意 

产品，因此盼展销会能提供推 

介平台。

“我们也希望协助微商对 

抗S前最大竞争-------网销，1丨:

他们通过实体展出拉近与消费 

者举例，也让消费者获得看

到、摸到、吃到等体验，亲生 

了解这些产品。”

他说，会上也将安排11 

名嘉宾，向大家讲解上市、亲 

子、风水、培训、商业等主题 

讲座，吸引不同需求者参与。

欲知详情，可询问王舜斌 

012 -368 6762 ^ Peggy ： 013 - 

263 7999、Kok Siew Yong : 

012-295 8111 。

黄木火：盼吸引本地及外地人
筹委会主席黄木火表 

示，随着巴生积极推广和发 

展旅游业，公会认为足时机 

对外推广巴生市内生产的产 

品，W此盼通过在巴生地标 

性建筑——巴生福建会馆举 

办展销会，有助吸引本地和

外地人前来参观。

“我们将在有限的空间 

内，展出60档涵盖健康、食 

品和生活元素的产品，另 

外，也获马来两亚流动餐车 

公会配合，在室外摆摊10辆 

具新颖特色的餐饮餐车，此

外，慈济则会向出席者介绍 

素食餐饮。”

他说，为让出席者满载 

而归，大会也将举办幸运抽 

奖活动，其中，包括诱人的 

两人R木旅游配套待赢取。

出席者名誉顾问余保 

德、叶苇治、副主席林钜荣 

等。

巴生展销会下月2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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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未来要靠年轻人

(巴生1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指出，虽许多年 

届70以上者跟上时代步伐， 

活跃玩面簿、Whatapps等，

但未来还足要靠年轻人！

他说，年轻人可充分利 

用科技，在木身领域发挥更 

大功能，把科技技术利用在

会馆发展，确保华裔同胞在 

维护华文教育、文化方面， 

做得更踏实，更稳固。

他是出席雪兰莪厦门公 

会第66周年、青年丨才丨16周 

年及妇女组11周年会庆暨筹 

募建设及维修会所基金晚宴 

上致同时，赞扬我国华人把 

文化教育保存的好，公会与 

社团，也足华教堡垒之一。

“如果没有血缘性、地缘 

性组织支持，华教在我国就 

没有保存的这么好。我呼吁 

社I才丨组织把更多空间、资源 

给年青一代，希望未来厦门 

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出席者有班达马兰区州 

议员梁德志、马中总商会永 

久荣誉会K：陈凯希、马来西 

亚厦门总商会署理会长陈祈

雪厦门公会筹建设维修会所基金
大会主席兼雪兰莪厦门 

公会会长庄祥发指出，该会

迁址至今已30多年，会所陈 

旧，首次公开筹募建设及维

修会所基金，从而能迎合会 

员主办活动和环境变迁及发

展的需求。

他促请乡亲及各界大力 

支持，更希望获州政府拨 

款，助一臂之力。

热心乡亲联合主持鸣锣、击鼓开幕仪式，前排鸣锣人，左五起为郭明发、庄祥发、邓章钦、陈祈福及陈凯希

福、雪兰莪金门会馆会长吕 

清便、雪隆同安会馆会长郭 

可培、巴生福建会馆会长苏 

学民、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 

准拿督陈念升、霹雳同安金 

厦会馆陈再顺、下霹雳同安 

金厦公会王保安、吉胆泉顺 

发公会林建隆、五条港同安 

联谊会郭文进、拿督黄美才 

及拿督黄东春等。

他说，该会引进很多新 

血，包括专业人士，让他们 

在会馆内获得一个平台，发 

挥所氏，成为母会活动臂 

膀，以及引人新元素，新思 

维，使到组织继续充满活 

力，打造和谐社会，共创辉 

煌，

筹委会主席陈聪运说，筹 

委会秉持大会主题“群策群 

力，共创盛举”筹办今次晚 

宴，乡亲踊跃出席，让他体 

会大众的扶持，温暖爱心灌 

溉，使到场面蓬壁生辉。

利用科技发展会馆

郭明发：除了乡亲交流

世同大会扮演商务链接
马来西亚同安金门厦 

门联合总会总会长郭明发 

指出，同安金门厦门乡亲 

遍布世界各地，每届世同 

大会除了足乡亲交流平 

台，促进世界各地教育与 

文化之交流，也扮演着商

以提高各地同乡 

社会，文化之认

务链接 

对经济 

识。

他说，联合总会已授 

权由总会青年总1才丨，负责 

组团参与由厦门市同安区 

委统战部主办，同安区海

外联谊会所承办的以“故 

里同安”为主题的“第二 

届海外青少年银同之旅学 

生冬令营”活动，0的为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 

海外青少年华人对华厦文 

化的认同感。

“参加人数只限于35 

名年龄12至18岁的同乡 

中小学生及5名领队和教 

师，为期5天，日期暂定

11月26日至30日，营员

需负责来回机票和签证费 

用，希望年轻乡亲踊跃参 

加。”

雪兰我金门会馆也有 

组团让青少年赴金门寻根 

交流活动，日期定在12月 

1闩至9闩。

有兴趣乡亲可联络雪 

兰莪金门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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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五條港

请安沪二
，生我养我的渔村______

村委会计划设海岸线“ 

闸”，防止城市垃圾漂人村内！

腾出召潮蟹栖息区

垃圾

许龙团指出 

乡管会计划后，

，有养鱼场业者获悉 

答应以低价出售废弃

桶给乡管会，作“垃圾闸”原料，乡 

管会计划下周在北区水面设立一道约 

100公尺长的“垃圾闸”，以此阻挡 

外来垃圾漂人。

“我们估计‘垃圾闸’可阻挡至少 

70%的外来垃圾，而垃圾减少后，预 

计半年内便可腾出一片供召潮蟹柄息 

的‘召潮蟹保护及观赏区’。”

他说，现有旧垃圾堆放处也已从 

码头移到別处，经一番美化，可成新 

游客新打k景点，届时，游客无需掩 

鼻进人五条港，而且还能拍照留念。

.

■ 一 一〜

v»

：iSh
许龙团：我们预 

料半年或一年 

内，五条港可彻 

底告别“垃圾 

村”污名。

展开垃圾不落地运动
五条港乡管会秘书许龙团指出， 

在短短两天内，五条港乡管会捞走50 

多桶垃圾，加上村民自己所捞起的垃 

圾，总重量估计至少5000公斤，不过 

垃圾多为枯枝，其他分类垃圾则占 

20%，即超过1000公斤。

“上个月就展开的‘垃圾不落地’ 

护村运动，村民共捡走600袋各类垃 

圾，估计高达逾万公斤

他欣慰运动启动后，村民卫生意 

识渐提高，甚至外劳也明显改变数十 

年恶习，即不再随手把垃圾丢人海内

或泥内。

“为鼓励村民响应‘垃圾不落地’ 

运动，乡管会也提供免费垃圾袋，有 

者甚至自行购买，希望村民可维持环 

境清洁，让自G生活舒适之余，也可 

il:游客留下良好印象。”

他说，维护渔村清洁足K:期战， 

乡管会也在村内粘贴环保海报，盼引 

起村民共鸣，以一步步迈向环保渔村 

目标前进，希望半年或一年间，可彻 

底告别‘垃圾村’污名。

村委会也预定每个刀农历初十一 

和初廿六，把村民收集的垃圾运走， 

交由垃圾承包商送往土埋场丟弃。

吉胆岛与五条港村民盼告别污名

趁涨潮捞数千公斤垃圾
报道/摄影：林秀芳

(巴生1日讯）趁大涨潮捞垃圾，吉胆 

岛与五条港短短2天捞走逾数千公斤 

垃圾，希望告别“垃圾村”污名！

两个渔村一向欢迎对岸城市游客 

来访，惟谢绝“外来移民”——垃圾 

上岸，无奈垃圾随海潮漂来，以致长 

年累月掩堵渔村个个角落，导致村庄 

发出恶臭味道，引人垢病。

飘
来的垃圾甚至“卡” 

r在内陆区难以清理， 

W此村民趁此次大涨潮期间， 

清理掉随潮水浮上来的垃圾。

五条港乡村管理委员会主 

席陈水清受询时说，五条港垃 

圾清理活动由乡村社区管理理 

事会（简称：乡管会）主导， 

在一个月前就开始清理“卡” 

在泥泞的垃圾，同时，趁这三 

天大涨潮继续打捞垃圾工作。

提供参与村民餐饮

“这是村委会一整年计 

划，主要利用交流基金提供参 

与村民餐饮，以鼓励和感谢他 

们参与清洁工作，清洁工作从 

一个刀前就开始进行，趁低潮 

期间，先打捞泥泞下的垃圾， 

以便送至对岸土埋场。”

他希望村民之举也能引起 

自然环境、绿色科技及消费人 

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的 

关注，毕竟这也足环境保护的 

、

1

i

动
。

民
的
共
鸣
，i

我
、养
我
的
渔
村

五
条
港
到
处
粘
贴

一环节。

另外，吉胆岛则有吉胆港 

尾区民众会堂、竞智华小、吉 

胆艺术协会及吉胆谢氏公会青 

年团合办，包括师生约70人 

参与的大扫除活动，该区师生

身躯小，力气大，小学生也一起卖力参与捞垃圾运动

可说每年都会参与两次类似活 

动。

村民趁大涨潮捞垃圾，不 

仅让该区环境焕然一新，也通

过活动向村民，尤其学生灌输 

环保、爱护大自然、保护环境 

等意识，盼大家众志成城打造 

整洁的家园。

i

起
参
与
护
村
行
 

一

 
，
以
唤
起
村
 

i

请
爱
护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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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横幅争议倪可敏已向教长解释
吉隆坡1日讯I国会下议院副 

议长兼安顺国会议员倪可敏表示， 

针对他重返母校爱大华民德华小， 

一名校友在校门口挂上_幅只印有 

中文字的横幅，引来批评事件，本 

身已经私讯给教育部长马智礼解释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感谢马智礼对此事件的批 

评。「我感激马智礼对我关怀，也 

感谢各方对我的关爱，包括对我的 

动态去向关)主’让我备受感动。」

他强调，该横幅并不是校方 

悬挂的，而是一名校友制作的。

他表示，他坦然接受这次的 

风波只是小误会，并没有被放大 

的必要，而更重要的是要走入基 

层帮助各源流的学校。

倪可敏是今天出席国际国议 

会联盟举办的「国会议员在应对 

及解决反恐主义所扮演的角色」 

会议上，致词时如此表示。

-名校友日前配合倪可敏

回返母校爱大华民德华小时，在 

校门口挂上一幅只印有中文字的 

横幅，结果引来许多巫裔人士批 

评，包括教育部长马智礼也呼吁 

倪可敏纠正该校的做法。

倪可敏强调，华小仍十分尊重 

国语，但也肩负发扬母语的责任。

「根据联邦宪法，各个源 

流学校都有学习自己的母语的权 

利，并且这项权利得到了联邦宪 

法第152条（2)的保障。」

他认为，不论是哪里一种源 

流学校，都是国家遗产和瑰宝。

投报查纳吉发假新闻

「全国华小共有53万名学 

生，而其中共有10万名巫裔和印 

裔的学生，所以不要只认为华小 

只是给华裔的，更不要认为华小 

是团结的绊脚石。」

另一方面，也是民主行动党

副秘书长倪可敏表示，本身已对前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面子书发布假 

新闻一事，向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投报，并会报警处理。他说，纳吉 

发布假新闻的做法荒谬。

「我已经表示该专页不是我 

所拥有的，也许他已经到了穷途 

末路，以致需要透过假新闻来攻 

击我或行动党。」

他也劝告纳吉忏悔并回到正 

途，不要陷入诽谤的陷阱，因为根 

据回教教导，诽镑是严重罪过。

昨曰，纳吉面子书专页贴 

出了「倪可敏超级粉丝俱乐部」 

就雪兰莪州华文路牌的课题的贴 

文，指控倪可敏试图煽动华裔不 

满雪兰莪苏丹。

他也说，这不是第一次面对 

这些闹剧，所以他已懒得理会。

「目前最重要的是著重于重 

建国家、进行体制改革及是维护 

人民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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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日讯I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表示，雪州预料有65%的家 

庭收入低于4000令吉群体，可从 

州政府宣布的新调整免费水政策 

中受惠。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家 

庭收入低于4000令吉享有免费水 

是良好政策，州政府原本是想让 

家庭收入低于2500令吉享有首25 

立方米免费水。

「不过，我们已经提高到让 

家庭收入低于4000令吉的群体享 

有免费水，因为雪州的B40群体的 

收入是6000令吉及以下。」

他说，上述调整是为确保符 

合资格者真正从政策中受惠。

阿米鲁丁今为雪州伊斯兰教 

局（JAIS )宗教事务管理转型主

持典礼结束后，针对雪州政府调 

整免费水政策一事，这么表示。

阿米鲁丁指出，那些家庭收 

入高于4000令吉并需要承担多个 

家庭成员开销者'他们可以提呈 

详细资料与表格做出申请。

他提到，这包括符合相关情 

况的租户，可以登记户头，以确 

保他们符合资格享有免费水。

现阶段雪州约有160万名用 

户可以继续享有首20立方公尺的 

免费水，直到2020年2月29日为 

止0

另外，针对士毛月河再次 

发生污染事件，阿米鲁丁透露， 

雪州政府将与精明雪州传递单位 

(SSDU )将设立雪州主要河流监 

督机制。

雪州料有65%家庭享免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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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交接牵一发动全身
从2年，到3年，希盟首相交接始终 

没有明确日期，这也一直是希盟执政后 

无法回避的课题，两大男主角多次被媒 

体追问，却从来没有明确答案。

安华从最早时，表明不著急出任首 

相，不担心出现问题，到最近表明说， 

有信心可以在2020年接任首相，言下之 

意似乎給敦马一个交棒期限，也反映出 

安华心态的变化。

不过，马哈迪随后回应并没有接下 

安华的话语，反而表示或需要担任3年首 

相才可退位。

希盟在马哈迪率领下打了 一场漂

亮的选战，出乎意料击败国阵，但那已 

经是过去式，如今希盟的战场是治国改 

革，拆招巫伊联盟，团结稳定，首相交 

接等，这些战役都关乎「守成」，打得 

如何，影响希盟能否继续执政下一个5 

年，还是只能沦为一届政府。

其中，首相交接无疑是关键之一， 

国内外都在关注希盟如何度过权力交接， 

尤其是希盟政府的政策与改革是否延续， 

或随著新首相上台出现变化；内阁是否 

会重组，经历了磨合和熟悉政府运作的 

部长是否因安华上台而离开，人事变动 

带来的政策实施与执行，直接影响到了

民众和投资者对希盟政府的信心。

首相交接日期迟迟没有定案，对希 

盟内部团结稳定越不利。当安华的支持 

者向敦马「逼宫」，不断促请敦马信守 

承诺，土著团结党与公正党之间的防备 

和猜忌只会有增无減，交接一事处理不 

好随时让希盟四分五裂。

在公正党内部，安华与阿兹敏阿里 

派系的斗争已是赤裸裸摆上台面，这背 

后与首相交接有著莫大关系，这来自于 

阿兹敏阿里派系是否支持安华任相以及 

他出任首相的野心。

在男男性爱短片风波爆发后，阿兹 

敏阿里公开表态支持敦马做满5年任期， 

此话无疑非常「不给脸」党主席安华。 

当安华如愿以偿成为首相，阿兹敏派系

是否被清扫出内阁？如果是肯定答案， 

那么内阁将大换血，毕竟如今来自公 

正党的内阁部长，大部分均为阿兹敏人 

马，而走到这一步相信公正党是已陷入 

分裂状态。

巫统和伊斯兰党联手是希盟最大的 

政治挑战，面对巫伊炒作的种族和宗教 

氛围，希盟似乎陷入争取马来人支持的泥 

沼，踟蹰不前，而因首相交接迟迟无答 

案，加剧内部派系斗争，只会让巫伊更加 

有机可乘，甚至出现新的政治合作格局。

随著时间流逝，迟迟首相交接日期 

和安排，将衍生更多未知和不确定性局 

面，敦马到底何时交棒给安华，希盟终 

究必须给出一个答案，交接过程和后续 

安排做得漂亮不漂亮。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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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受促监管安全性
加影1日讯I地方政府受促在权限内 

监管游乐场安全问题，民众在参与游戏 

时，需量力而为！

加影市议员丘钦瀚接受《东方曰 

报》访问时称，地方政府权限仅是发出营 

业执照给主办单位，期间将确保有关单位 

没有违反噪音、交通和环境影响。

他坦言，目前雪州政府并没有特定 

部门监管游乐场内的安全问题，加上机动 

游戏存在一定风险，参与者恐怕需自行承 

担部分责任。

「加影市议会（执法部门）会有突 

击检查，不过不是检查器材的保养状态好 

不好。主要是针对有关活动是否涉及超时 

营业、噪音、阻碍交通以及扰民等问题， 

有一定程度看管。」

建议加强管制

他指出，由于游乐场在国内已是黄 

昏行业，本地营业的游乐场公司也所剩 

无几，故在机械更新和器材保养的工作上

十分有限。「因为这个行业越来越少，所 

以在维修方面也出现问题，没有什么维修 

到，才会导致意外事故的发生。」

无论如何，他认为，事件爆发后， 

相信各地政府都会加强关注月亮船的安全 

问题，同时也会陆续采取应对措施，保障 

市民安全。

他表示，将会在下一次地方会议， 

建议加影市议会在发出临时执照前，要求 

游乐场方提呈维修记录等资料，以加强管 

制。与此同时，他亦提醒大众，户外游乐 

场内一些游戏设施存在的风险较高，所以 

民众在玩乐前需自量'并且随时留意安 
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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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涨n驊嫌侄b星:仍比他州低

佳日星（左2)讲解槟州地方政府事隔15年后才调涨门牌税，而且这笔钱将用 

于提升计划回馈民众。左起为方炎华及尤端祥。 _蔡开国_

槟城1日讯I掌管槟州地方政府 

事务的行政议员佳日星指出，槟州 

已长达15年没有调整门牌税，就算 

槟威两地市政厅调涨门牌税后，依 

然比其他州属的市政厅门牌税低。

他说，根据地方政府法令第137条 

文，所有的地方政府每5年可以重新检讨门 

牌税，槟州从2005年至今，已经15年没有 

调涨门牌税，因此今年将会检讨2020年门 

牌税。

佳日星今日出席由槟州中华总商会 

举办的调涨门牌税说明会，他在致词时表 

示，从2005年至2019年，槟岛市政厅财政 

预算案的开销提高300%，威省市政厅更高 

达800% 。

「大家不要误会，威省市政厅并非升 

格后开销才增加，而是给予民众更多的提 

升计划。」

屋主若不满可投诉

佳日星指出，相比于莎阿南市政厅、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及吉隆坡市政厅，槟岛 

市政厅的门牌税更低；同样的，威省市政 

厅的门牌税也低于亚庇市政厅及梳邦再也 

市议会。

他也强调，州内的廉价屋、中廉价屋 

及可负担房屋的门牌税，调涨并不超过5令 

吉。

他表示，有关法令也保障屋主，若不 

满这次的调涨幅度，可以提出反对，市政 

厅将会聆听。

此外，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斯里 

方炎华认为，槟州在15年后可以调涨门牌 

税，但必须拿捏调涨幅度，尤其是在经济 

不好的时候。

他建议地方政府考虑分阶段调整门 

牌税，如调涨50%，可以分成第一年调高

30%，第二年再调高20%。

询及调涨门牌税后是否衍生百货涨 

价，他说，两者的关联不大，况且屋价每 

年调涨约8%，10年后其屋价已涨至接近 

100% °
针对槟州政府为何事隔15年后才调涨 

门牌税，而非每5年一次，佳日星说，根据 

有关法令，市政厅可暂缓检讨门牌税，不 

过他也承认确实是暂缓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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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市議會常月會議

前烏冷縣長接掌士拉央市會

三蘇#里—走馬上任

關注非法垃圾攤位基設

(吉隆坡1日讯）悬空长达6个 

月的士拉央市议会主席空缺于今 

曰迎来新任掌舵人，由47岁的前乌 

冷县长三苏沙里尔接任为第七任主 

席。

据了解，三苏沙里尔是于9月中接 

获委任状，并于今日正式走马上任他 

也于市议会今日早上所举办的常月集会 

上，与所有市议会官员见面，随后在所 

有市议会部门主管及市议员的见证下宣 

誓就职。

曾任职不同部门及机构

三苏沙里尔指出，他从1998年开始 

庄雪州服务至今，曾在各个不同部门及 

机构任职，而在过去的职务中也曾参与 

地方政府的工作，因此对地方政府的责 

任及运作有一定的了解

他表示，市议会有责任提供良好服 

务给市民，但在缺乏充足的资源下，难 

以运作，市议会的主要收人是来自于门 

牌税收a
他说，他将会与市议员就区内问题 

进行商讨，也会在他们的回馈下，并根 

据课题的重要性采取相关行动，同时也 

希望居民能不时向市议会反映区内的问 

题。

被拖欠高达1700万税收

E苏沙里尔也说，市议会鬥前被拖 
欠的税收是高达1700万令吉，虽然并没 

有造成市议会面对资金上的问题，但也 

造成市议会错失很多推行各项计划的机 

会。

“如果我们能过解决这笔欠款，市 

议会将会有额外的资金进行更多项目及 

计划，从而提供更好的服务给市民:”

他希望市民能够给予合作，缴清所 

拖欠的门牌税等。

=苏沙里尔表示，他在上任 

^■后将会关注区内的非法垃 

圾、非法摊位、基本设施等问题，确 

保市议会能及时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其中，他表示，在提升区内的各 

项设施下，将有助于吸引更多游客到 

访，尤其士拉央区内设有多个旅游景 

点，包括黑风洞、拉贡山、达迈洞， 

甚至近期内也会重建士拉央热水湖的 

设备。

拉央拥有多个森林保留地 

及休闲公园，如果有关设备能获得提 

升，不仅能有助于塑造士拉央市议会

的形象，同时也能将士拉央区打造为 

-个旅游胜地。”

此外，三苏沙里尔指出，士拉央 

也于其他地方政府一样，面对非法垃 

圾问题，而区内的非法垃圾问题包括 

因垃圾承包商，没有在正确的地点倾 

倒垃圾所导致。

“承包商贪图方便，随便在•个 

地方倾倒垃圾。”

因此，他说，为了解决区内的 

非法垃圾问题，市议会将时时派员监 

督，取缔这些垃圾承包商不负责任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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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Focus

从国阵朝代到现在希盟时代，雪隆水供依然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动辄影响百万计的水供用户，面对短暂或长达数天的大制水， 

今年6月及7月就两度因为水源污染，滤水站被迫关闭而引发大制水。

眼见的制水原因包括水源污染、水管爆裂、提升水供系统，眼不见的原因还有全球气候变化、水供需求量剧增、管理失当与缺乏 

协调，令制水灾难剧不断上演，而且越演越密。面对一连串的不肯定因素，用户不禁会问，雪隆的水供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拉锯10年的雪州水供重组计划，终于在今年9月画上句点。雪州水务管理公司（Air Selangor)成为雪州水供服务持牌人及唯一营 

运商，为雪州、吉隆坡及布城地区提供生产及运输水供的服务，能不能解决恼人的水供问题？

水源管理
報道：本刊張露華

攝影：本報蔡偉傳、蘇長國部分由受訪者提供

焦黑占：specialfocus@sinchew.com.my 
娱樂：entertainment@sinchew.com.my

編輯：袁博文

⑩
雪隆制水 時了？

一場水源污染座談，專家為你分析個中原因

◄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圣地亚哥

〒家水务服务委员会（Suruhanjaya 

^IPerkhidmatan Air Negara, SPAN)主席查尔 

斯圣地亚哥认为，尽管雪州水供重组之后，水供服 

务应该会提升及更有效率，不过现阶段该公司仍然 

存在一些旧有经营者的老问题。

但解决水源或河流污染问 

题，还是要问雪州水务管理局， 

简称水管局（Lembaga Urusan Air 

Selangor, LUAS)，因为水源或河流 

管理的权限与责任还是在水管局，直接 

由雪州大臣管辖，不在雪州水务管理公 

司，但相关单位可以互相配合。”

频密的大制水原因何在？来听听雪州水务管 

理公司（Air Selangor)水质及实验室服务 

主任再里再努丁怎么说。

查尔斯之前曾表示，由于涉及管理河流的单位 

太多，当发生污染事故时，各单位互相推卸责任。

为了 “诊断”重病的水源，国家水务服务委员 

会邀请各造共同“会诊”，在8月中办了一场水源污 

染座谈会，除了涉及的管理方之外，也邀请水源各 

领域专家、学者出席，探讨及提出可行性。

▼所有为滤水站提供生水的河流， 

沿河都设立了密集的采样点，尤 
其是工业活动密集的地区更划分 

为临界河采样点（critical river 
sampling point )，严密监督这些 

地区的水质。

I^km(SSP)} H*(SSPjl 

J4km($SPl) D-4 kmf&SPii

#

〇 Aitrr SompAng farm

•关闭滤水站是谁的权限？什么情况下 ♦过去的水源污染事件，污染源以什么

需要关闭滤水站？
再里：3年前我们与水管局成立了一个特别队 

伍监管滤水站警报系统，取代原有的“河流队伍 
(TeamSungai),定期在监管的米样点提取河水样 

本检查，确保水质安全。

由于沿河分布各种活动，所以我们分为污染严 

重区与非严重区，前者主要是上游地带，涵盖各种 

工业、农牧业、矿业，后者也同样有工业活动，但 

相对的没有这么密集严重区每个月采集两次河水 

样本化验，非严重区则•个月一次:

籲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启动红色警报或关 

闭滤水站？
再里：当河水样本化验后有异样，或肉眼看 

见如油渍、令河水变色的化学物质，或河水飘散臭 

味等污染源时，就会启动警报，通报水管局及环境 

局。

籲每_次的污染都需要关闭滤水站吗？

再里：不是，我们会评估污染情况，只有当确 

定无法在河水流人滤水站之前清除污染源，才会关 

闭滤水站其实一些小滤水站经常都会发生水源污 

染而关闭，但没有带来太大影响。

•以什么标准来决定是否要关闭滤水 

站？
再里：当我们在上游发现污染源头，就会在往 

下的各个据点密集式地提取水源样本检验，污染源 

也会随着水流而稀释，我们会在最靠近滤水站的检 

查点把关，以决定是否要关闭滤水站。
如污染源头距离滤水站20公里，我们根据源头 

到滤水站的距离来估计污染源被稀释的程度，沿途 

有几个检查点，当接近滤水站的检查点确认污染物 

已经稀释到滤水站可以净化的水平，就会通知控制 

室不必关闭，反之污染源浓度还是很高就停掉滤水 

站水栗，不让受污染水源流人滤水站。

籲若以此作业方法，为何今年雪兰莪河 

的两次污染事件无法阻止或及时发现？
再里：上述两次都是不寻常的意外，一次是因 

排污管故障导致水有臭味，另一次是柴油污染，并 

非发生在我们提取样本的日子。
6月的排污管污染，范围长达62公里，而7月的 

柴油污染是由渔民发现，他们闻到臭味及发现河面 

上有油渍漂浮而通报，污染范围6至8公里。

就像我之前说的，沿河很多工厂或私人地，我 

们的队伍无法进去提取样本，这也是我们的为难之 

处，只有水管局有权力进人检查，我们只可以在设 

定的定点提取水源样本：

籲如果不幸发生受污染水源已经流入滤 

水站，会如何处理？
再里：我们需要停止滤水站操作，然后把所 

有水都释放到河流。之后滤水站重新操作，需要约 

3个小时才能生产到干净水，然后输送到各区蓄水 

池，需要两天才能重新把蓄水池注满。

当然这是最坏的打算，所以当发现水源受污 

染后，最妥善的方法就是关闭所有引进生水（Raw 

Water)的水栗，不让生水进人滤水站。所幸至今 

为止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污染源都在进人滤 

水站之前被截住。

为主?
再里：我们发现过的污染源，除了之前的柴油 

之外，还有化学物及其他油质。

籲当滤水站关闭时，不能使用后备储水 

应急吗？
再里：雪州的储备水只有约3%,严重不足， 

无法应付需求。两年前我们的储备水还有4%,但 

现在因为大自然因素及需求增加，储备水余量已经 
下降。每个州的储备水余量不一样，以雪州来说， 

15%是比较理想，我们离H标还很远。

目前我们的储备水已经来到…个危险水平，虽 

然冷岳河第二期滤水站工程已经完工，但仍处于试 

验阶段，从滤水站输送到蓄水池的水管也还没有衔 

接好，所以难以在今年供水予雪州

♦每次清理污染水源的费用是多少？
再里：视乎滤水站规模及污染程度。如2016年 

士毛月滤水站因为化学物污染而关闭，那次的清理 

费用高达800万令吉，由水管局及雪州政府承担。

籲曾经因污染关闭过的滤水站事故有哪 

些？
再里：我们把滤水站分为3个级别，青色是小 

型，黄色是中型及红色是大型。如雪兰莪河第 

二及三期，士毛月河都是大型滤水站。前者关闭 

过两次（今年两次污染事故），后者则关闭过一次 
(2016年）9

中型的滤水站则没有发生过，反之小型滤水站 

却经常关闭。但因为规模小，而且只是短暂关闭， 

很快恢复操作，受影响范围不广，用户也不察觉。

小型滤水站关闭事故经常发生，但容易应对， 

尤其是大雨过后，取水区附近有大道工程或发展工 

程在进行，泥浆会随着雨水大量涌人河流，当河水 

严重混浊时我们就会暂时关闭滤水站。

•有没有先进科技或滤水站可以解决这 

些问题？
再里：先进国是专注在生水来源管理，而不是 

建设先进的滤水站。而且建造滤水站费用庞大，最 

后可能会转嫁到用户身上，所以重点应该是专注在 

河流保护。

•现有的条例足以管制污染问 

题吗？
再里：若根据条例，现有排污系 

统排放的污水阿摩尼亚指数大部分都 

超过规定，需要马上中断污水排放，

所以我们的法律是有缺失的。

同等分量的污染源，流入不同吸纳量 

的水体，如江与河，海与湖，呈现的污 

染水平自然不一样，但在不超标的法律 

底下，是否意味着没有造成污染？

水质评估环境专家扎奇再努丁表示，水 
源污染，是指水体（waterbody)被污染，通 

常都是人为活动造成，如把处理不当的废水 

排人天然水源，导致生态系统退化。

不过，他也说，虽然同为水源污染，但 

城市与郊区污染情况却有所不同。城市污染 

源多为污水、淤泥及工业活动，而郊区则为 
农业及矿业等。污染源也不同，如高生物需 

氧量（B0D)多为污水、农业及制造工业； 

阿摩尼亚（NH3-N )是畜牧业及生活污水引 

起，悬浮固体（suspended solids, SS)则主要 

是不当的土地工程。

除了以上3种污染物质之外，今年柔佛 

金金河的化学污染及雪兰莪河的柴油污染事 

件，都令人感到担忧。

扎奇表示，我国虽有条例管制，但也有 
限度提控。在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下工厂排 

放到河流的废水及物质都受管制，但排放标 

准合规不代表没有污染河流。

他以阿摩尼亚含量为例，每家工厂排放 

的阿摩尼亚都符合标准，法律上是不违法， 

但有否造成污染要视乎河流的承载量及能够 

稀释的程度。当超过河流的承载量时，即使 

各家工厂所排放的量都是符合标准，却也足 

以构成污染。

“所以即使法律上站得住脚，也不能推 

卸污染水源的责任^再者我们很多取水点都 

在下游地带，以达到用量需求，但下游越来 

越多的丁业活动就更易造成污染。”

扎奇认为，如今大马河流已经受到多样 

化污染，但我们却缺乏一套河流域水源品质 

目标，如降低排放浓度或降低排放量、将排 

放系统转移到具有较大承载能力的河段，包 
括涵盖上游及下游，而且必须确保都达到A 

级及B级标准，而不是符合既有法律的合格标 

准，这都可以帮助降低取水区污染问题。
“若要确保我国水质不会在5年之后变成 

第三或第四级，拟定永续保护水源蓝图是当 

前急务a ”

他表示，根据环境局的评估报告，雪兰 
莪河的生物需氧量是35%的不达标标准，所 

以当局必须设立共同目标让各造遵守，不然 

每个单位或每个人都对污染排放标准有不同 

的诠释。

他也提到，尽管监管水源单位很多， 

但河流污水承载量与发展计划不协调是致命 

伤，如不断增加的新住宅区排污管与沟渠， 

很快就使到河流污水承载量达到顶点，因此 

设立污水排放量目标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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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罗河曾经是提供生水给滤水站的河流，▲建于1963年的武吉.肓落洞滤水站，因提供 

但因严重污染而停止作为生水供应源。 水生的白沙罗河受污染，无法再提供生水净
化，因而在1995年关闭。

水源管理

►当关闭滤水站及 

重新恢复操作时， 
需要两天时间才能 

把蓄水池注满，才 

可以恢复供水。

報道：本刊張露華

攝影：本報蔡偉傳、蘇長國部分由受訪者提供

雪隆制水何時了？ j
一場水源污染座談，專家為你分析個中原因…

文接上页

污染源头千丝万缕，从农业、畜牧业、工业、矿业、

工程、管理单位环环相扣，但却各有各做，是当 

前水源污染问题的巨大挑战。
环境局水及海洋组主任莫哈末希尔久巴卡表示，大马河流沿岸分布各 

种农业、工业活动，但各自归不同单位管辖，滤水站管理也一样，有4个机 

构涉及，取水区管理单位更多达7个，牵涉甚广。

他表示，河流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2017年环境局报告，全国51 

条河流受污染，32条是主要河流，生物需氧量（BOD)达到第五级，是主 

要的污染源。
“2017年时，我们每年做4次河水样本检验，现在每个站每年至少做 

6次样本检验。调查显示，国内河流污染有两个主因，第一个是取水区污 

染，源头是工业区、公共设备、住宅区污水、巴刹、餐馆、渔场、土埋场 

等排放的污水。”

“其次，-些非取水区也面对工业污水污染问题，如开发土地工程、畜牧业污水、种植业使 

用的农药，虽然不是固定的污水来源，下雨时就会随之流到河流。”

他表示，滤水站的主要水源是河水，因此必须保护河流水质，公共排污系统是关键之•。很 

多时候公共排污系统的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河流的承载量，加上系统陈旧，使到问题更严重。
“如高生物需氧量（BOD),虽然有条例管制其排放量，只要不超过限制就不管，但每增加 

-个污水排放量来源，就会加重河流的承载量，所以往后应该专注管制排污公司，可以起到很大 

效果。”
他也提出4项改变河流水质建议，希望能减低河水污染问题：

♦改善各单位的日常污水排放量 

♦建设新科技滤水站

♦非取水区商业活动建设更好的管理作业方法，减少污水排放到河流 

♦推广河流管理醒觉运动

雪州水务管理局（LUAS )是管理雪州水源、 

河流盆地及沿海水域的机构。该局在2014年至

而两次因污染导致滤水站关闭的雪兰莪河，在2016年之前是处于干净 

水平，之后就走下坡到中等污染水平，去年开始才逐渐有改善迹象，岂料 

今年却两度爆发污染事件。
在7条河流当中，情况最令人担心的是雪邦河（SgSepang).^ 2014年之 

前处于干净水平，但这几年却每况愈下，没有回转的迹象，-直处于中等污 

染水平，若再不改善，恐怕会继毛糯河之后，成为州内第二条严重污染河流。
根据水管局记录，2016年雪州水源污染紧急事故只有17宗，但今年已经飆升到71宗„当中严 

重的个案包括2017年因大道工程导致安邦滤水站关闭，2016年及2019年士毛月河及雪兰莪河发出 

臭味而关闭滤水站，2017年沙白安南士里昔河（SgSelisek)滤水站因阿摩尼亚过高而关闭。

雪州水管局总监拿督哈欣奥斯曼认为，对水管局而言，当今的挑战除了看得见的污染源之 

夕卜，还包括臭味污染，因为目前没有任何评估臭味污染的参数，评估也太过主观:》=
“无论任何类型的污染，清理费用都非常高，如士毛月河在2016年的臭味污染事故，就花了 

800万令吉清理。”

你知道你家的污水是排放到哪一条河流吗？
全球环境中心（GEC )河流护理经理卡里达 

山博士是国内推广爱护河流计划的专家之- 

民众反应告诉他，人们对河流及排污系统的认 

知度是低得令人惊讶。

他在推广河流护理计划时，都会向出席者 

提问上述两个问题，大部分人都讲不出附近的 

河流是什么名字，甚至不知道家中的污水是流 

向何处，只知道是排到大沟渠，没有进一步思 

考污水的最终去向

他表示，-些民众对于饮用水的知识， 

是少得令人无法相信，大部分人都以为来自水 

坝，但其实水坝的水是在滤水站水位降低时才 

释放到滤水站，平时都是靠河水净化来提供自 

来水。

“我曾经到一个靠近河流的巴刹办爱护河 

流醒觉运动：•名鸡贩气场宰鸡后，血水就流 

人沟渠。我问他：你知道这些血水会流向哪里 

吗？他说：流到沟渠啊。之后我带他沿着沟渠 

走到衔接河流的排水口，让他亲眼看看血水是 

流人河，而这些河水就是我们的自来水，他当 

时非常震惊。”

他认为，当今我国的水务管理面临严峻考 

验，除了气候变化因素之外，污染是最迫切要 

解决的，尤其是河流污染问题

“过去管理河流的责任是政府，但如果 

有活跃的社区组织参与，将能更有效的保护河 

流。水源拥有权及良好的河床管理，是永续 

水源管理的其中-个重要因素，所以第一步就 

要让人民知道自己家附近的河流名字，从了解 

及关心，进而改变过去对河流的陋习与负面想 

法，因为当你知道你所喝的水是来自这条河 

时，就会想要保护它，等于是让自己能够获得 

更干净的水。”

卡里从12年前就开始推动“河流护理计 

划”，在他的带领下，巴生河流域设立了 
23个“生命之河12B (第五阶段）”

组织，由沿河社区组织领养附近河 

段，减少河流污染问题。

他认为，社区组织是政府监

督河流污染的耳目，因此他也教导居民使用- 

些简单的工具去执行工作，如河流报告卡、应 

用程式Citizen £ye、WhatsApp等向水利灌慨局举 

报发现河流受污染情报等。
他表示，12年前政府有意活化巴生河，把 

巴生河改造为河畔旅游区，让巴生河成为生命 
之河，因此拨款44亿令吉推动“生命之河”计 

戈IJ,由水利灌溉局及吉隆坡市政厅主导。这项 

计划在去年12月获得英国《独立报》选为“世 

界10大河滨区。

卡里表示，“生命之河12B”是包括从AU2 

吉冷吉（Kkng Gate )开始到鹅唛河交汇处的沿 

河社区组织，负责照顾河畔的环境清洁及监督 

河流情况。如冼都斯里登嘉楼组屋居民，就是 

-个成功的例子。

该组屋位于河流旁边，过去河岸的空地都 

被当作非法垃圾场，垃圾甚至会落人河里。但 
随着“生命之河12B”组织成立后，在市政厅配 

合下，展开大扫除，把空地打造为社区花园， 

种植蔬果、草药，也设立-个资源回收中心， 

肩负监督河流的工作。

卡里表示，由社区组织照顾环境不是新 

概念，政府也致力推动社区计划，但社区计划 

应该是因地而异，毕竟每个社区需要的东西不 

同，如斯里登嘉楼组屋居民需要 

的就是把非法垃圾场清理，美 

化，所以就找来狮子会及秋 

杰少年基金会…起加人他 

们，把空地打造为花园， 

教导居民使用应用程式监 

督河流。

2019年间，针对州内7条河流水质做了一项调 

查。结果显示，毛糯河（Sg Buloh)污染最严 

重，污染指数一直高居不下，这两年来更降级 

至严重污染水平。

你知道我们水龙头的自来水是来自哪里吗？有的人说来自 

山水，有的说来自滤水站、蓄水池，但其实它是来自周遭黄澄 

澄如拉茶般的河水。
卫生部工程服务组（环境管控组）副主任莫哈末扎哈仑指出，河水是大马的主要水源，截至 

2017年，80.5%水源都是来自河流，其余18.2%是来自水坝及1.3%来自地下水，然而如今河水受污 

染课题日益严重，已经影响到我国主要水源Q

他表示，在供应给国内滤水站过滤的生水（RaW Water)里，已经发现 

过微生物及化学污染，若再不管制会给人类及环境健康带来严重影响。

“河水，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才可以净化为生水，然而如今缺乏规划的 

发展，工业活动、农业及矿业管制欠佳，都成为破坏水质的原因。这可从 

近年来经常发生水源受污染，滤水站被关闭的事件反映出来。”

他说，制水，每个人都只想到麻烦，关闭滤水站•天，需要两天才能 

重新把水灌满，然后输送到蓄水池，之后才能正常供应给用户。虽然世界 

卫生组织鼓励使用新科技滤水站，应对日益严重的水源污染问题，但我国 

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建设呢？

因此，他建议在无法杜绝水源污染情况下，提高储备水存量是最好的 

应对方法，-旦水源受污染就动用储备水，或从其他水源着手如地下水、

井水等等，把影响降到最低点。

当我们在担心各种工业化学物质有损健康，而谨慎选择日

生命之河
斯里登嘉楼睦邻计划主席，也是“生命之河”组织负责人傅孙成，住在该组屋12年，以 

前从来不关心河流，对河岸的非法垃圾堆也无能为力。

“去年，我们受邀参加政府主办的河流保护工作坊时，认识了卡里，他让我们对水源有 

新的了解，协助我们成立生命之河之友，培训我们了解河流的问题及照顾河流的方法。之后 

狮子会也加人，赞助我们建造社区花园的经费及技术方面的协助，慢慢的把组织班底固定下 

来。现在我们有10位活跃成员。”

他坦言，以前他从来不走近河边，每次过桥时（组屋与对面轻快铁站有…道桥梁连接） 

也从不留意河流，因为充斥臭味及垃圾，更别说有鱼可以在河里存活a

“但现在我们很在意河流，每天都会检查水质，看看河里的鱼有没有状况。如之前我们

用品之际，被称为“内分泌干扰化合物（EDCs) ”已 

经发现在我们的饮用水中，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根据资料，“内分泌干扰素”是-种能扰乱生殖系统的化学物质，它污染环境 

后，再经食物链（饮食）或通过接触进人动物及人体，进而影响生殖系统，甚至带来 

遗传性后遗症

博特拉大学环境科学院环境研究系教授阿末扎哈林指出，密集城市发展^持续环境 

发展趋势，助k丫水源新污染物，如内分泌十扰化介物的装栽和流动丨」前人们对 

这种污染物的性质、程度与相关风险都尚未完全理解，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也 

无法预测。
他提到，尤其装载在河流的EDCs,因为河水是自来水的主要来源，不仅 

会对生态构成危险，还会威胁饮用水的安全食用，人民对这些污染物的认 

知与意识相对较低，可能会低估了其影响。

他曾经提取国内自来水样本化验，发现EDCs确实存在其中，反映目 

前的监管工作在解决水污染和污染物演变方面的不足，当中还涉及水供 

系统中的EDCs动态、负载、划分，以及人们日常喝水所暴露的风险6

阿末扎哈林认为，眼前人们只关心水量、水费，而不管水质，所以 
90%民众的家庭都安装了过滤器。

“我们现有的法令是专注在DOB管制，水质安全则不被关注。”

发现河面有大量死鱼，我们马上拍照通报Citizen Eye,看到这么多鱼死掉也会感到伤心，换作 

以前的话，死鱼有什么好看的！”

清除垃圾，还河岸新生命
参与该计划的狮子会KL City分会主席王雄历表示，当初居民把非法垃圾堆清理后，要求 

该会帮助规划为一个社区花园，这需要很多人与单位协调，鼓励社区人民参与，而不纯碎是 

建立一个社区花园这么简单。

他坦言，第…次来实地了解时，四处都是垃圾，不断被蚊虫 
叮咬，河岸旁堆满废弃轮胎。之后进行密 

集的喷雾驱蚊、除虫、清理垃圾，才逐 

渐找回河岸，之后提供蔬果树苗让居 

民去培植，照顾，才有今天的景象。

“我们希望这计划不只是美化环 

境而已，而是作为一个成功的社区计划 

范例，把环境工作带来社区，大家共同 

照顾环境与河流。”（本报道截稿后， 

雪州又因为生水被污染而再次制水。）

◄阿末扎哈林（左起）、傅孙成、王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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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味像樂水或漂白水
葉先生（熟食店業者）

“我居住在 

沙登岭，目前在 

怡观园经营熟食 

店生意，在日前 

恢复水供后，住 

家及商店的自来 

水都有异味及污 

池，即使经过过 

滤器过滤后，自 

来水的异味仍非 

常强烈。

该异味就如 

药水味或漂白水 

的味道，部分食客也因此携带自己的饮 

料，避免饮用外头的异味水。”

使用儲存水做生意
鄒佩儀（42歲，水果店業者）

“我在怡观 

园经营水果店10多 

年，从未试过面对 

自来水有严重的臭 

恶味及污浊，我的 

店员在开水喉时，

闻到一阵难闻的臭 

腥味，非常恶心。

由于我是经 

营水果店生意，用 

水量较大，且这 

区时常会间歇性制 

水，因此我有习惯存水。为避免使用有 

异味的水，我选择使用储存的水。“

家有存水影響不大
黃潤生（68歲，居民）

惟，由于我\ ▼'I
家中人数不多，

且早前有存到水，因此影响不大。

報道►鍾可婷

攝影►林毅金正

(沙登1曰讯） 

沙登一带的商民申 

诉，该区自日前恢 

复水供后，面对自 

来水浑浊及异味问 

题，让他们深感 

担忧！

士毛月河生 

水水源再度受到异 

味污染，导致士毛月 

河滤水站紧急停止操 

作，八打灵县、乌冷 

县、瓜冷县和雪邦县 

共204个地区的 

37万2031个水供 

户头面对断水问 

题。

沙登为其中 

一个受影响地区， 

在告别制水，恢复 

水供之际，沙登 

带却出现自来水污 

迪及有异味问题，让 

他们非常无奈。

過瀘器濾不掉

水呈淡黃腥臭有藥水味

大:
都会》社区报记者今日走访沙登怡观园一带 

时发现，该区的自来水污浊，水源M淡黄 

色，还有一阵浓烈且难闻的药水味d
受访商民表示，自来水异味浓烈，尤其是刚恢复水供 

的时候最为难闻。他们形容，该自来水的异味难以形容， 

就如难闻的腥臭味及药水味。

“即使经过过滤器过滤自来水，也难以消除该臭味。 

不过，所幸是我们的家中存有足够的饮用水，暂时仍能避 

免饮人有异味的水。”

熟食业者：顾客自备饮料

受访的熟食业者表示，尽管他们已安装过滤器，但他 

们这几天仍接获部分顾客投诉指饮料有异味，有些顾客甚 

至自备饮料，避免喝人有异味的饮料

无论如何，他们希望该问题能尽快解决，避免民众饮 

人有异味的水而导致生病。

雪水供公司：已派貢調查
►州水供公司客户服务和公 

关经理阿都拉奥夫表示， 

该公司已在周-•发表文告表示他们

接获用户投诉自来水有异味及污 

油。无论如何，他们已派出水质管 

理队伍前往相关单位展开调查^

沙登怡观园的 
自来水在恢复水供 

后，出现污浊及有 

严重异味，让民众 
感到担忧。

在
我
自
污
前
，提 

住

，现
及
在
时
人
 

居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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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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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日讯）巴生中小型企业公会 
将于11月2至3R (星期六和日），一连 

两天在巴生福建会馆礼堂举办“巴生展 
销会”，届时将会有60个单位展出，欢 

迎民众踊跃出席，给予本地产品热烈支 
持。

巴生展销会开放时间为11月2日上午 

10时至晚上8时，3日则是上午10时至傍 

晚7时，并邀请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亲临开幕。
巴生中小企业工会会长符天来今日 

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指出，巴生拥有许多 
中小型及微型企业，但一直苦于无平台 

作宣传，所以该会决定举办展销会，让 
中小型企业都能展示各自产品，开拓更 

大市场。

巴生展銷會11月2及3日舉行

60中小企展出產品
他披露，巴生展销会主题以“健 

康、食品、生活”作为元素，力求让民 

众能感受新零售带来的生活消费便利。
“展销会人场免费，更令人开心 

的是每名到场者可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 
份，现场还有幸运抽奖，首奖是R本来 
回双人旅游配套，其他奖品包括智能电 

视和智能手机等。”

夕卜，也会有不少外地人会出席。

他披露，碍于场地限制，展销会今 
次只邀请60家中小企业展出，不过礼堂 

外有11辆餐车。
“餐车以固本方式售餐，每本50令 

吉〇

王舜斌：线下平台很重要

黄木火：介绍更多巴生产品

有幸运抽奖

他说，该会虽首次举办展销会，但 

却获州政府作为支持单位，还获非政府 
组织包括巴生中总赞助及巴生福建会馆 

提供场地。

筹委会主席黄木火表示，该会希望 
透过巴生展销会能介绍更多巴生产品给 

大众了解和接触。
他说，展销会选择在巴生福建会 

馆礼堂举行，主要是该会馆是巴生重要 
地标之一，相信可以吸引巴生人前来之

巴生展销会节目策划王舜斌指出， 

巴生享誉的产品不仅肉骨茶而已，其实 
还有很多中小企业的产品值得被发掘。

他说，尽管网络购物越来越普遍， 
但面对陌生产品或未使用过的产品，消 
费者都不敢轻易尝试购买，所以“线下 

平台”其实非常重要。
他披露，透过展销会就能让各企业

巴生中小企业公会将办“巴生展销会”，欢迎民众踊跃出席。前排左起为叶 

苇治、林钜荣、王舜娬、黄木火、符天来及余保德。

产品能在最前线让消费者检查或试用， 

可以更进一步拓客。
“配合展销会的举行，大会也邀请 

11名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前来开讲，主题 

包括理财、亲子、风水、上市、投资基 
金及财富继承等，欢迎民众踊跃出席聆

听，肯定受惠无穷：”
任何疑问，可联络王舜斌（012-368 

6762、013-263 7999或012-295 8111 ); 

或浏览巴生中小企业公会官网查询。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该会顾问余 

保德、叶苇治及副主席林钜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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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桔榔小販中心讓路輕快鐵

雪隆販商公會：市會3次展延

小販苦等對話
(巴生1日讯）随着巴生桔榔小贩中心将被征地作为轻快铁站 

工程发展，小贩必须在10月15日搬空后，小贩希望与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举办对话会，协助安排新地点做生意。

雪隆贩商公会联合会主席陈联发指出，巴生桔榔小贩被安顿的两个地 

方，连苍蝇都没有，如何做生意？
他连同小贩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指出，小贩已经被通知于10月15日搬迁， 

该会从开始就跟进及召开多次新闻发布会，惟当地州议员也没有任何表示。

巴生桔 

榔小贩中心的 

小贩，要求与 

当局举行对话 

会，左起： 

林福国、张添 

喜、潘国全、 

陈联发、郑桂 

峦、詹贵至、 

张格瑜。

陳聯發維護小販權益
$联发说，桔榔小贩中心在60年代兴建哥打桥时，前朝政 

1%府给他们这个建筑物搬迁营业，为何新政府无法建•-个 

具规模小贩中心，安顿这批小贩。

他说，在这事上，当地州议员指责雪隆贩商公会是很不公平 

的，因为该会从头到尾只是在维护小贩的权益，为小贩请愿a

“州议员指责该会为上报而登报，其实是接到小贩投诉要求 

才发声，该会根本没有什么利益。”

潘國全爲何非法小販可申建？

、隆贩商公会联合会 

投诉组主任潘国全 

说，公会一直在等对话会， 

巴生市议会展延3次，没有 

举行-场对话会，所以，州 

议员说有举办两场对话会， 

是不正确的o可能他贵人事 

忙，很多小事没有注意到。

他说，雪隆贩商公会 

秉持中立，处理小贩商家问 

题，希望邓章钦•视同仁，

讲到做到。早前该会要求重 

建小贩中心，却是没钱没 

地；但在巴生卫星市，为了 

解决非法小贩，他向市议会 

申请-片土地兴建小贩中 

心o

“合法小贩得不到，非 

法小贩却得到如此待遇，同 

在一个选区，为何有这种情 

况出现，希望邓章钦给予交 

代。”

詹貴至：當局說法反覆

t桔榔小贩中心售卖糖水超过50年的詹贵至（70岁）说， 

从2017年前朝政府指桔榔小贩中心将让路给轻快铁站至 

今，有关当局针对安顿小贩的说法反复不定。

他说，他们收到搬迁信时，小贩代表曾经去拜会邓章钦，传 

达小贩心声，要求兴建新的小贩中心，他们也出示图测，但被拒 

绝，因地点不适合。而邓章钦也回复说，小贩搬迁已成定局，如 

果没有地方去，就自己寻找店。

“当地州议员及巴生市议会至今完全没有与小贩举行对话 

会，也没有到桔榔小贩中心巡视与访问，令小贩非常失望。”

鄭桂巒沒召集全體小販對話

/J
贩郑桂峦说，当局安排小 

^贩去的两个地方，大巴刹 
治安差，环境阴暗，Mydin购物中心 

楼上没有人潮，只剩下两档营业， 

电梯经常故障，小贩要搬货上下楼 

梯，非常吃力。

他不满市议员严玉梅只是通知 

-部分小贩去对话，没有召集全部 

小贩，他们到现场时，被通知说对

话会结束了。

“当局根本没有召集全体小 

贩对话，她曾发信给小贩说举行对 

话，但是一直展延，没有下文，根 

本没对话会，却在报章上说有举行 

对话会，对小贩很不公平。

她说，小贩无法负担租店费 

用，希望当局协助，不要空口讲白 

话。

嚴玉梅：刖後丨安洽6次
对雪隆贩商公会的各项指 

责，巴生市议员严玉梅重 
申，市议会于今年4月29日发布新 

闻，宣布联邦政府会征用桔榔小贩 

中心土地，建轻快铁第厂路线工程 
(LRT3)，并且不会再重建桔榔小贩 

中心，因此无法接纳在这之前的种种 

建议，实属无奈。

她对《大都会》社区报记者指 

出，至于贩商公会质问市议会为何没 

有另建小贩中心，市议会会议中也曾 

讨论过在市区内另觅地段建新小贩中 

心，但碍于市区内已没有空地，所以 

只能作罢。

她透露，在建设新小贩中心的期 

待“破灭”后，小贩曾两度上服务中 

心找邓章钦协助，她受命去找私人企 

业协商地点安置小贩，如此小贩也可 

以有政府和私人中心做选择a
“前后在与小贩接洽6次，部分 

小贩选择自己找店舖开店，有些搬人

私人小贩中心，现今留下的一部分小 

贩不愿意接受我们所能提供的选择， 

我也无能为力。市议会已经‘优待’ 

小贩，廉价租金近50年，相等于纳税 

人也津贴他们50年，希望他们也能了 

解。”

没接获公会联系

严玉梅坦言，她确实经常有机会 

在巴生晚宴上见到郑女±，也同桌用 

餐过，但对方从没提起这些控告与不 

满。若有需要，郑女士可以随时联系 
她（019-342 1996 )，或到服务中心 

来，抑或用书信方式沟通。

她强调，公会不断要求对话会， 

可是直到今日为止，市议会确实没收 

到公会要求见面的公函；甚至也没到 

服务中心或联络过她。

“希望大家可以学习以正式管道 

沟通，寻求解决方案。”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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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柱：全國最局

柔水費應調低

各株晋江会馆庆贺乡亲荣任新职；左起陈沛羚、蔡怀福、林建 

柱、纪孙义、庄福源及颜建宏。

(答株巴辖1日讯）答株 
巴辖晋江会馆会长林建柱指 

出，目前政府正考虑调整水 

费，他希望原本就高昂的柔 

佛州水费能够进一步调低， 

而不是再度调高。

林建柱昨夜在峑株巴辖晋 

江会馆欢庆98周年、青年团39周 

年及妇女组24周年会庆联欢晚宴 

上，发表谈话。

减路税更简单实际

他说，柔州之前有45%水源 

因为水喉陈旧破裂而流失，却把 

这笔账算在消费者头上，造成柔 

州水费全国最高，现在水喉应该 

都已换新，当局也应重新计算合 

理水费。

针对政府计划以水电费单 

作为领取燃油津贴的参考标准之 

他认为，政府应让符合资格 

者减少路税更简单实际，也不必 

劳师动众，或增加油站业者的工 

作。

此外，基于老年人口不断增 

加，林建柱呼吁政府立法保障老

年人权益，如规定私人医院给予 

老年人特别折扣。

“早期我们号称有300万晋江 

人，其中200万人身在海外，说明 

晋江人勇于冒险，具备团结、诚 
信、谦恭及拼搏4大特点，希望这 

些优点能世代传承下去。”

林偉弘吁加入慈濟推動環保

答
株巴辖市议员林伟弘代表柔州议会副议长 

颜碧贞致词时透露，崙株市议会每月耗资 

逾100万令吉来处理垃圾，为了减少垃圾量，市议会 

-直努力推广垃圾分类活动。
“我国每个人平均每天生产1.2公斤的垃圾，我 

要感谢慈济一直积极配合市议员及地方领袖，协助 

宣导及教育民众爱护环境，并进行垃圾分类、减少 

垃圾及担绝使用一次性塑料等。”

他希望有更多组织可以加人慈济的行列，-起 

推动环保爱地球的活动。

此外，他指出，希盟政府也非常注重教育，今 
年共拨款5000万令吉给半津贴华小、2000万令吉给 

全津贴华小及1200万令吉给独中，而且拨款是直接 

汇人受惠单位户口，以杜绝干捞问题。

会馆三机构成员

舞蹈交流会” 14 

支参与队伍的代 

表接领纪念品后 

合影。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已 

宣布，从11月开始至明年12月31日，托儿所将享有 

20%的电费冋扣，希望本地)Ik者踊跃向福利局注 

册，以享有此回扣。”
大会也举办“晋江930舞蹈交流会”，获得来自 

14支队伍的大约300人参与其盛，为来宾呈献精采的 

表演。

颁发大学助学金

此外，该会也颁发清寒会员子女大学助学金， 

并庆贺妇女组秘书陈沛羚荣任市议员，以及总务蔡 

怀福、福利主任庄福源及会员颜建宏荣任村长。

晚宴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 

总会长黄清顺、崙株晋江会馆名誉会长龚书荣、柔 

佛州务大臣特别事务官傅恿廉及筹委会主席纪孙义 

等C

及
林
建
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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