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BPJ to continue with customer day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plans to retain its monthly 
Customer Day on the first Friday 
OF every month despite poor 
response. 

At last Friday's event, only three 
people turned up at the city council 
headquarters to meet representa-
tives from every MBPJ department. 

"This event is a commitment and 
effort from MBPJ to give ratepayers 
an opportunity to meet our officers 
in person. 

"We understand that many peo-

ple are now using online channels 
to forward their complaints but we 
would like to continue this effort 
for those who are not tech savvy, 
especially senior citizens," said 
MBPJ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ssistant director Ahmad Iskandar 
Mohamed Mukhtar, adding that 
only 10 people turned up on an 
average. 

One of the attendees, Cader 
Aboobucker, 79, said he wanted to 
meet MBPJ representatives in per-
son to raise several issues affecting 

his neighbourhood of Kelana Jaya. 
Ahmad Iskandar said among the 

common issues raised were pot-
holes, malfunctioning street lights 
and complaints about neighbours. 

Most public complaints are sent 
to the MBPJ Aduan Facebook page,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e-Aduan 
MBPJ app was introduced in 
March. 

"So far, more than 1,000 people 
have downloaded the app," Ahmad 
Iskandar said. - By NAYLI 
BATRISY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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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HAKYGROUND 
Taman Lagenda Mas town 
house residents asked 
to move after landsli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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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lope under the town houses at Taman Lagenda Mas gave way after heavy rain in the early hours of Oct 3. 

Residents move 
out after landslip 
MPKj needs two months to repair slope in Cheras 
By NAYLI BATRISYIA 
metro@tlrestar.com.my 

RESIDENTS affected by the landslip 
at Taman Lagenda Mas, Jalan Mas 
11, Cheras, have been told to move 
out. 

Four blocks of town houses total-
ling 16 units were affected in the 
Oct 3 incident. 

Each household was given 
RM2,000 to tide them over while 
repair works are carried out. 

The money comes from Balakong 
assemblyman Wong Siew Ki and 
Bangi MP Dr Ong Kian Ming's allo-
cation as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Wong met the affected residents 

the day after the incident, together 
with personnel from the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j) and the 
police. 

"Although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ir houses are not affected, the 
residents have to move out for a 
minimum of two months while 
MPKj conducts repairs," said Wong 
when contacted. 

MPKj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 
Kamarul Izlan Sulaiman said a 
mandatory evacuation notice was 
issued as the town houses had been 
declared unsafe. 

He added that they were built in 
2001. 

Residents became aware that 

something was amiss when they 
heard two loud thumps at 1.15am. 

A resident from unit 33B said 
when he went out, he noticed the 
cement below his porch had 
cracked. 

Soon after, the slope below the 
porch gave way. 

Wong said there had been no 
indication before this that anything 
was wrong, 

"I believe the heavy rain caused 
the slope to give way, she said. 

There were no casualties and 
only two units' porch were cracked. 

"We will do a full inspection in 
the area to make sure other resi-
dents are safe," said Wong, 

Wong (third 
from left) 
meeting 
affected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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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合世界清洁日，吉隆坡国际青年商会 

(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 Kuala 
Lumpur)连同耕心慈善协会（Great Heart 
Charity Association)、雪州政府及巴生海南村 

筹委会，携手率领60名义工在巴生海南村举办

第4届地球战士日，处理重达750公斤的垃圾量。

所有义工连同村民耗了 3小时来清理当地垃 
圾，Rose White护肤品牌微商团队也参与活动。

大会感谢筹委会主席Chloe Tan及各位委员与 

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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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6日讯）雪仲丨大臣阿米鲁丁 

指出，即使雪州政府有意愿发展河流的 

河岸，奈何污染和清洁问题必须先解 

决，而保护和爱护河流及大自然人人有 

责，众人必须提高保护河流的意识。

他指出，雪州苏丹殿下也希望雪州政 

府就造成雪州河流污染的有关人士，采 

取严厉的惩罚，并加强执法行动。

他说，雪兰莪河是雪州主要供水的河 
流，并提供高达60%的净水给巴生谷和 

雪州的人民。

撥逾2億提升設施

i流

他说，他在去年提呈今年度财政预算 
g ■案时曾提及，为了确保水供不会出现

/U 供不应求的情况，和满足众人用水的需
>=7 求，雪州政府已拨款2亿2335万令吉作

为提升水供设施。
他指出，雪州也拨款1亿3000万令 

吉，兴建第一期的拉柏汉达岗滤水站 
(Labohan Dagang)，及针对拉骚河（Sg Rasau)的滤 

水站发展工程展开详细的研究。
“第二期的拉柏汉达岗滤水站可处理2亿公升的净 

水，第一、第二期的拉柏汉达岗滤水站则可为瓜冷县一 

带用户，提供每日4亿公升的净水。”

他今早前往乌鲁音出席爱护河流活动时，这么指出。 

出席者有士拉央市议会主席三苏沙里尔、副主席拿督佐 

哈里、鹅唛县酋长丹斯里巴都卡拉惹旺马末巴旺爹、土 

团党轰埠区州议员沙烈胡丁等。

此外，阿米鲁丁指出，据其了解，士拉央市议会每年 
举办的爱护河流活动原本是在9月22日进行，惟因面对 

严重的烟霾而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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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繳還3縣會市會費用

快下載
(吉隆坡6曰讯）雪州政府正式推出 

“CEPat”手机应用程式，让民众更方便处 

理和缴还乌雪县议会、瓜雪县议会和加影市 

议会的各项费用。
_州政府于8月中推出该电子支付平台， 

鼓励州内各政府部门和机构通过该平台，逐 

步迈入无现金交易的时代。

“民众可通过该手机应用程式，处理商业 

执照申请（无风险类别）、更新商业执照、 

缴付罚款和门牌税。”
CEPat电子支付平台以云端支付终端为载 

体，为雪州公家机构，包括各地方政府和县 

署等用途，提供安全和快速的综合交易平 

台。
民众从10月1日起可通过Playstore或 

AppStore,下载CEPat手机应用程式。这项 

电子支付平台也允许3种替代缴付形式，包 
括JomPay、电子银行和数个指定的电子钱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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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祚信：任務艱巨須立決心
(吉隆坡6日 

訊）马华雪州联委 

会主席拿督黄祚信 

说，雪州是我国资 

源最丰富的州属，

却是最早落入民联 

及希盟手里的州属，身 

为拥有最多马华中央代 

表和党员的他们，任务 

艰巨，必须立下决心， 

重拾旧山河。

他今日出席马华雪州常 

年大会时指出，雪州选民 

知识水平高、种族结构平 

衡，因此他们有必要因时 

制宜，在马华和国阵的大 

方向底下，采取附加的政 

治策略，以适合雪州的方 

式作为基底，夺回失去的 

城池。

他说，雪州非法回收厂 

猖獗，尽管多次投诉，但 

这些工厂依旧运作，州政 

府也似乎对Itl

HISMS
令人质疑是否有涉及包 
庇。

y 1也指出，房屋及地方政 

府部长袓莱达认为，洋垃 
圾工业领域价值高达35亿 

令吉，显不她关心工业多 

于人民健康，而能源、工 

艺、科学、气候变化与环 

境部长杨美盈也无力阻止 

洋垃圾进入我国。

希盟承諾不了了之

他说，雪州子民多年来 

面对断水、骨痛热症、水 

灾等问题，惟州政府至今 

依然无法解决。

此外，黄祚信也揶揄希 

盟政府，在改朝换代后， 

对大选前在多项课题上，

■魏家祥在会上致词，获得台下党员的如雷掌声。

括莱纳斯稀土厂、承认统考、赵明福案 

件、降低油价、取消大道收费课题等。 

他说，马华过去在华教课题上，一直默
屄笞屎屎诚n'呈在 mux冰游軎

教危机浮现时为华教发声，并讨伐行动党 

权贵出卖华教的行为。

出席有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署 

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总秘书拿督张盛 

闻、马华雪州联委会顾问拿督林祥才、署 

理主席陈锦传、副主席拿督刘祥义及妇女 

组主席拿督王锺璇等。

二观m +见，许下的承诺不了了之，包
任，对此课题也不曾掉以轻心。

他相信，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凭 

著过去在教育部，丰富的经验和出色表 

现，马华绝对可继续为华教把关，可在华

馬華雪州大會提案
1 全力支持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领导，致力推动马华改革， 

开创新局面，同时带领马华积极担任反对党角色，全力支持 

党成立个别小组监督和制衡希盟政府。

2 支持党广招党员，尤其年轻人，以注入新血，活化组织，达 

到徵才、选才、培才和用才的目标。

3 谴责希盟政府执政后，公然违反许多选举承诺，反指竞选宣 

言不是圣经，无须完全遵守，失信于民，毀灭了人民对新政 

府的期望。。

4 强烈要求希盟政府履行大选承诺，恢复地方选举，归还人民 

第三张选票，让人民、政党与非政府组织直接参与，达到制 

衡效应，提升地方议会的施政素质。

5 全力炮轰希盟政府违背"不政治委任"的承诺，马上罢免兼任 

公职的政治人物，包括，反贪会主席拉蒂花、巴生港务局主 
席欧阳捍华、木材工业局主席黄德、对华特使陈国伟、国家 

水务委员会主席查尔斯。

6 严厉谴责希盟政府纵容设立日军英雄慰灵碑，在人民惨痛记 

忆的伤□上洒盐，无视当年受害者及家属感受。

7 严厉谴责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毫无章法，导致外资撤离、股汇 

双跌、百业萧条、人民生活成本涨高，生活素质严重下滑。

8 严厉谴责政府重新落实销售与服务税后，无力阻止物价攀 

升，而向人民开刀，实施含糖饮料税、离境税等新税务，严 

重加剧人们的生活压力。

9 促请政府保留B型渔船执照及供应足够的渔船柴油津贴，确 

保渔民能够获得足够的柴油出海谋生。

10 促请农业部把稻谷扣水率固定在15%,并且把最低谷价定在 

每100公斤130令吉。

11 坚决反对政府强硬把爪夷文纳入淡小华小国语课程，加重学 

生负担，教育部应尊重多源流教育政策，以免华、淡小变 

质。

12 严厉谴责政府在承认独中统考课题上立场反覆，一再拖延， 

让华社大失所望，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必需马上辞职谢罪。

13 严厉谴责财政部长林冠英利用教育展开政治性报复，，大幅 

度削减拉曼大学学院拨款，加重学生尤其是华裔子弟的经济 

负担。

14 强烈谴责政府忽略华小的搬迁、增建及师资不足的问题，并 

马上提供解决方案，给人民一个交代。

15 遗憾雪州政府施政无能，包庇发展商，导致垃圾堵塞沟渠、 

引发蚊症、闪电水灾和卫生问题，同时也纵容非法工厂在雪 

州林立，表现让人失望。

16 严厉谴责政府执政一年后，依然无法兑现废除大道收费承 

诺，反增加几条新大道收费，促请政府表现诚信，马上废除 

矢道。

17 吁请政府马上把通缉犯札基尔出境并再度提呈和谐及仇恨 

法，缓解大马种族和宗教极端惰况。

18 挑战希盟政府履行竞选承诺，马上关闭莱纳斯稀土厂。

19 全力反对废除死刑及强制死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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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锺璇（左 

起）、王赛之和 

黄祚信，一同出席 

马华雪州妇女组第 
46届州代表大

■式袖署王 
马后。理賽 
华，前主之 
雪大排席、 
州会左郑邓 
妇送2慧诗 
女上起玲汉 
组纪为、和 
州念马黄州 
代品华祚秘 

表给雪信书 
大出州、潘 
会席王美 
开的女锺玲 
幕党组璇。 
仪领州、

mmm
(吉隆坡6日訊）马华 

雪州妇女组第46届州代表 

大会今在马华大厦进行， 

除了获得约400名党员出 

席，更有多名重量级人物 

出席，众领袖们勉励党员 

勿再沉浸于509大选中， 

全军覆没的挫败低靡情 

绪，也大力抨击在朝部长 

执政期间的表现。

励党员，勿因过去的大选挫败 

而一蹶不振，而该做好准备， 

重新出发，为下届大选备战。

指部長保官職鬧笑話

她呼吁党员，应先从各区支 

会更新党员册和选民册资料， 

寻回失联党员和做党员选民化 

工作，至于策略和细则，则将 

拜会各区会，并针对地方选 

情，另外举办培训和汇报会。

•

雪
州
馬
華
婦
女
組
代
表
大
會
•

王
锺璇指出，雪 

‘州政府无视霄 

州骨痛热症疫情，今 
年1月至10月5曰的病 

例达5万5908宗，既 

平均每日发生超过 
200宗，而在这般情 

况下，政府却无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

她抨击，雪州面临 

这么严重的问题，却 

无动于衷，并质疑他 

们在这11年7个月来 

究竟在做什么。

她说，雪州在这么 

多年来面对种种问 

题，如烟霾、骨痛热 

症、制水和可负担房 

屋滞销问题，州政府 

却无致力解决。

期间，她也针对内阁部长所处理的

鍾m
璇視

斥蚊

I症
府疫

情

出席这项大会者包括马华妇 

女组主席拿督王赛之、马华雪 

州联委会主席拿督黄祚信及马 

华雪州妇女组主席拿督王锺璇 

等，大会议长为该党永久荣誉 

区会主席拿督邓诗汉。

该党领袖在会上批评希盟政 

府执政期间，并未就所面对的 

各项课题作出务实的解决方 

案，反而为保官职和政治课题 

在争夺，更落下不少笑柄。

王赛之指出，马华全国女 

党员占全国1〇7万名党员的 

42.25。。，既45万 1506名，■州 

女党员则有10万3251名，她激

她说，党中央已成立9小组 

监察委员会，呼吁党内、外的 

妇女尽快向州妇女组报名加入 

精英干部行列，以此増加新 

血，并推动：“一人马华，全 

家马华”行动，针对各项国 

家、民生课题来做献议，确保 

下情上达、修正弊端，落实大 

马两线制的政治机制，全面捍 

卫人民权益。

她指出，当下必要做的是， 

集中火力来应付下月在丹戎比 

艾国会议席补选，让选民票投 

国阵，教训背弃信义的希盟， 

告诫他们，水可载舟，亦可覆 

舟。

课题， 批评，但她强调，该会不

是讨伐政府大会，惟身为国民，每个 

人都和政治无法完全隔绝，如，生活 

柴米油盐、教育、经济等，都和每一 

个人息息相关。

■黄祚信（右）和王锺璇在会上认真讨论 
课题。

她勉励党员，既然身在政界，就有责任去 

监督和制衡国家政策和领导。

针对丹绒比艾国席补选，王锺璇鼓励党员 

全力支持和参与助选，同时善用电子科技， 

广传党政讯息、强化e资讯的应用加强与各 

界的互动和沟通，也许在这场补选中就能感 

动天地，提高胜算。 ■多名马华雪州妇女组党员出席年度代表大会。

■党员在会上细细阅读大会秘书报告。

王賽之抨敦馬發隱證i
王

赛之指出，首相敦马哈 

迪时隔多年二度拜相， 

却仍对单源流教育和宏愿学 

校计划念念不忘，抨击后者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她怒指，马哈迪日前辩称 

大选宣言不是圣经，只供参 

考，未必需要去落实，且当 

时是以这份宣言来对付国 

阵，揭露了希盟不讲诚信、 

过桥抽板和背弃信义的打 
算；。

°她也提出，我国法律沿自

1 mme.

■fezBEDDai II

■出席马华雪州妇女组第47届州代表大会者，在现场合照留

執政后經濟更糟糕

黃祚信：希盟淪為笑柄
_^祚信指出，不仅是雪州， 

%而是全国的希盟政府， 

从高至低，都沦为人民笑柄。

他说，我国股市从变天起至 
今，已从1080点跌至1050点， 

去年外资撤离涉及116亿令吉， 

足以显现外资投资者对希盟政 

府根本没有信心。

他指出，我国经济在希盟执 

政后不断变糟，经济学家也预 

测明年的经济状况将更糟糕，

英殖民时代，很多已不合时 

宜而必须修改，也需提升妇 

孺的法律权益。

她说，这些法律包括禁 

止童婚，将法定的结婚年 
龄定为至少18岁以上，根 

据2001年儿童法令第611条 

文，凡与16岁以下未成年女 

性发生性关系行为被定为强 

奸罪，应进行修改，一劳永 

逸解决这违反国际公约的问 

题。
她也呼吁政府重新将父母 

单方面，为孩子改教的第 
88A条文纳入婚姻改革法， 

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纠纷，同 

时避免有心人士以此欺压前 

妻及儿女。
她指出，19T6年婚姻及离 

婚法律，阐明凡蓄意拒付赡 

养费者一旦罪成被判入狱， 
每曰的38令吉坐牢费必须由 

前妻承担的条文，有必要尽 

快进行修改。

政府却打算推行和数十年前的 

新经济计划相同的新计划。

他揶揄希盟政府，以目前的 

管理状态，还期望我国成为亚 

洲之父，殊不知会不会变成’’亚 

沙dS"。

' i说，°邻国政府纷纷在减低 

企业税，以拯救经济，唯独我 

国无动于衷，还欲増加各种税 

务，加重人民负担。

：p赛之强烈谴责卫生 

部，强制为原住民 

妇女接受节育措施，侵 

犯了她们的人权，并歧 

视和欺压原住民。

她说，原住民妇女是 

备受国家关爱和保护的 

弱势群体，该党妇女组 

绝不会坐视她们备受强 

权肆意糟蹋的不公对 

待

i°“我们严正促请卫生 

部立即停止这项措施， 

否则马华妇女组将不惜 

一切代价，采取更强硬 

的行动去制止这种不人 

道并残害妇孺的恶行， 

全面捍卫原住民妇女的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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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6®水供異味待解決
(吉隆坡6日讯）截至今曰 

傍晚6时，仅剩6个地区水供异 

味待解决。

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司客户 

服务和公关经理阿都拉奥夫发 
表文告指出，截至今日傍晚6 

时，早前水供出现异味的33 

个地区当中，2T个区已恢复， 

剩6区待解决。
相关6个地区为Puchong 

Prima、 Seri Kembangan、

Saujana Puchong、 Seksyen 

3 Bangi、 Salak Tinggi及 

Saujana Putra〇

他说，截至目前，他们已清 
洗160个蓄水池，清洗和检查 

蓄水池和排水系统的工作会持 

续展开，直至不再有任何针对 

自来水异味的投诉。

若有任何投诉和疑问，可拨 
打 15300 或者 WhatsApp 至 019- 

2800919和019-281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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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為了

:年与体育部

■賽沙迪

目长赛沙迪指 
出，《2〇3〇年共享繁 

荣宏愿》和“马来人尊 
严大会”都不是只为了 
捞取选票，而是许多来 
自不同政党的马来政治 
领袖、非政府组织领袖 
和大学生出席大会，确 
保能一起打造更强大的国家。

他说，该宏愿的“共享”字眼，不仅代 
表平等，也代表公平分配财富，马哈迪和 
阿兹敏阿里在推介宏愿的致词，都强调缩 
减各群组，包括州属、种族和单一种族内 
的贫富悬殊。

“到最终，很多都是自省的时刻，反省 
如何提升自己，而不只是把过错怪到别人 
身上。这是自省、想办法强大内部的力 
量，一起向前迈进。”

他说，他非常认真看待马哈迪的t论， 
也将之视为一个挑战，并要证明马来青年 
是勤奋、有才能和具有竞争力的。

他说，转售执照的时代已过，强调针对 
性的制度不应该被滥用。

询及大会议案拥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一 
事，赛沙迪说，就如马哈迪出席许多不同 
的大会，包括在即将出席的世界客属恳亲 
大会上，也会接获有关客家人的要求和议 
案，并指会像处理其他大会议案的做法 
般，审视所接获的议案。

@ 0斯兰党巴西马区国会议员 

If阿都法迪呈宗教领域议
案时强调，为了捍卫马来人权 
益，所有机要政府部门和附属 
单位的领导，都必须只能由逊 
尼教派的穆斯林出任，包括财

議

由
政部长。

他举例，只能由马来人担任 
gff部长职位的部门或职位包括财 

[政部、教育部和国防部、掌管 
#宗教事务的部长、总检察长、 

警察总长、海陆空三军司令等 
领导人物。

H 阿都法迪也建议，政府也应
百^■根据联邦宪法规定，将“国

语，’ （Bahasa (via 1 ays i a )，

胃恢复原有名称至“马来语”
(Bahasa Melayu) 〇

“政府应该采取更积极态度 
处理宗教课题，如果有些鼠辈 
越帮越忙，那政府就应该尽快 

让这些老鼠消失。”
另一方面，马大代表阿都穆吉在提呈 

政治领域议案时提及，有些人说历史人 
物汉都亚是华人，甚至将汉都亚改名为 

“Ng Toh Wah”与汉都亚发音相似，企 

图让这位历史人物“去马来化”。
“当我们问‘Ng Toh Wah’这个名字 

的说法哪里来，有人说是隔壁听来的， 
这完全没有根据。”

另外，玛拉工艺大学代表莫哈末沙菲 
提呈经济领域议案时说，政府应该采取 
更积极措施保护马来人经济权益，包括 
成立马来人资产理事会，专司管理马来 
人保留地等与马来人权益有关的经济课 
题。

馬來政治熒_觀
(莎阿南6日讯）马大副校长拿督 “60年内，土著在企业的持股权下

阿都拉欣指出，2018年改朝换代原以 

为对马来人是一个新希望，却不幸造 
成马来政治失去主权。

“一年前我国经历了政党轮替，让 
马来人看到未来的希望，以为权力可 
以更受保障。可惜，这个政党轮替造 
成马来政治的海啸，甚至导致失去了 
马来政治的主权。”

阿都拉欣也是“马来人尊严大会” 
筹委会主席，他今日在会上发表欢迎 
词时，批评在2018年改朝换代后，各 

种马来人特权、伊斯兰、王室等敏感 
课题频频被挑起。

教育面臨挑戰

他指出，政府执政60年以来，进一 
步拉远巫裔和非巫裔，在经济、教 
育、股权等的距离，证实了之前推出 
的新经济政策失效。

跌至16.2°。，非土著为30.7%，外国人 
则持股45.3%。巫裔家庭收入和非巫 
裔家庭收入的差距更提升了 4倍。

“在教育方便也越来越挑战，我国 
各学校越来越倾向种族学校，马来语 
不再成为主要语言，导致整体的国家 
教育面临巨大挑战。”

他解释，这场由4所政府大学联办 

的“马来人尊严大会”，旨在团结马 
来人以重振马来人的光辉。

他质问，马来人在历史上非常强 
大，主导东南亚多个区域；但经过60 
年的独立后，马来人在这片土地上， 
是否还是具有尊严的族群？

他解释，他们因此透过各学校组成 
小组，以讨论马来人在经济、教育、 
文化、政治、宗教的面对的尊严课 
题，并向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提呈建 
议。

阿
都
拉
欣
：
以
為
換
政
府
更
受
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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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祥：勿沾沾自喜

人民夢碎末必挺馬華
(吉隆坡6曰讯）马 

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 

祥强调，虽然人民讨厌 

政府，意味人民对政府 

的信心和期许的美梦开 

始破灭，但这也未必一 

定支持马华，所以马华 

绝对不会因此而感到沾 

沾自喜0

■魏家祥（前排左十一）促请全体马华党员不要放弃，尽速重返战场；左一 

起为简民发、廖润强、陈运鸿、林金辉、王钟璇、刘祥义、吴亚岭、林祥 
才、陈錦传和马汉顺，右三起为王赛之、王晓庭、郑联科、陈德钦、林万 

锋、梁国伟、张盛闻和黄祚信。

他今B在2019年雪兰莪 
州马华大会致开幕词时说， 

马华必须从现在开始重新做 

起，绝不能放弃。
“今天让人感觉到怀念当 

年的我们，但是这还不够， 

我们要把做不好的事情改 

掉；若要做得更好，我们就 
必须细心地检讨过去。” 

他强调，马华经历了 70 

年的岁月，必定有存在的价 

值，从过去执政党到现在转 

为反对党，马华将会扮演好 

制衡与监督的角色。

魏家祥也是马华唯一胜选 

国会议员；他说，他一个 

人在国会太叔寞，而且国会 

反对党的声音太小，必须要 

有更多不同政党代表加入反

的所为。

他说，如果一项政策能为 
对国家带来好处，朝野政党 

都应该支持。

他强调，虽然在雪州，马 

华已是3届在野党，但只要 

有不灭的信念，就有翻身的 

机会，因此他希望雪州马华 

能于3个月内成立会所，作 

为重夺州政权战场的大本 

营。
他过后在记者会上说，雪 

州马华还有许多进步空间， 

虽然执政党有绝对优势，但 

在野党就必须到战场上与执 

政党竞争，上到前线，深入
| gj

I " °比如在一些议题上，我 

们必须在第一时间扮演好作

对党行列，一同制衡希盟政为反对党的角色，如果政府

府。

"我希望未来尤其即将来 

临的丹绒比艾（国会议席） 

补选，不要分你我，马华全 

党上下都会压著，把这个选 
区赢回来。”

魏家祥表示，作为反对 
党，马华不会像从前的反对 

党，只会一味批评国家的不 

好，这不是马华作为君子党

的政策哪里做得不对，一定 

要第一时间呛声。”

他指出，年轻人买不起房 

屋是雪兰莪州最重要的议题 

之一，因为地税及门牌税等 

价钱过高，导致房屋成本也 
高，而人民也对已经执政3 

届的雪兰莪州政府涨价的举 

动司空见惯。（LMY)

魏

民調體現人民不滿
家祥说，不管民调显示希盟政府的支持率是否大 
跌，又或是会否对丹绒比艾补选带来影响，马华 

都不会过于乐观或认为是理所当然。

他说，民调对对他来说只是一份参考，也体现出人民 

对希盟政府的不满，包括政府过去所做出的U转政策、 

曾举办反消费税集会示威。

他是在记者会上询及网媒《今日大马》指默迪卡民调 

中心执行的民调显示希盟支持率已大跌35%的报导时， 

如此回应。

较早前在致词时，魏家祥说，反对党在该份民意调查 

报告中得到最大的启示是："今天的政府太烂了"。

他指出，有关报道也体现如今的政府毫无方向，就连 
过去曾走在街上告诉人民百姓必须反对消费税，但今天 

却是依民意可以重新考虑落实，这犹如是欺骗人民的行 

为。

“作为一个政党必须对人民负责，不能信□开河。 

人民从过去对你的支持和期望，从原本87%已经下跌3 

成，请你不要怪反对党，这是你自作自受，必须消除自 

己的业障。”

出席雪兰莪州马华大会的包括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 

马汉顺、副总会长拿督陈德钦、拿督林万锋、拿督斯里 

郑联科、总秘书拿督张盛闻、组织秘书林添顺、总财政 

拿督李志亮、妇女组主席拿督王赛之、马青总团长王晓 
庭、马华雪州联委会顾问拿督林祥才、州署理主席陈锦 

传、州秘书拿督梁国伟、州副主席拿督吴亚岭、拿督廖 

润强、拿督刘祥义、州组织秘书简民发、州副秘书拿督 

林金辉、州妇女组主席拿督王钟璇及马青雪州团长陈运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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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马华三机构大会______________

|A_倦政壇口水戰
_庭吁專業論證傳民聲
| (吉隆坡6日讯）马青 

总团长王晓庭说，人民已 

对他们所发出的声音被希 

望联盟政府怠慢的执政手 

法感到厌倦，因此，唯有 

赋予国会议员为民发声的 

表权，才是最正确的管 

藏。

*她指出，人民已经觉醒，已不愿再 

•到政治人物之间进行口水战，何况 

水战也不能让马青有更好的表现。 

她于今日在第50届雪兰莪州马青代 

襄大会致开幕词时说，以更专业论证 

的方式讨论人民议题，并在政策制定 

t前将声音有效传达给政策者，是马

青未来的方向。

"政府每次在推行政策后又再宣布 

U转，再加上国家的机制，国会议员 
的简单多数票就可以选出首相，如果 

我们不要让一个人决定我们的未来， 

我们就要加强反对的声咅。”

王晓庭强调，由于反对党在国会需 

要多一把声音，马青因此非常看重每 

一场选举。

勿停留在制衡角色

她说，在希盟政府执政期间出现的 

乱象情况下，马华和马青并没有放弃 

监督，可是，马华和马青不能永远停 

留在制衡的角色。
‘‘虽然马青在509大选后的初期处 

于劣势，但国阵在过去补选中连胜， 
而即将面对的柔佛丹绒比艾补选，是 

时候要让反对声音继续发酵。”

她强调，他们今天要从城市开始赢 

回支持。
"雪兰莪州如今有70个新村（但其 

实这些都是城市），有人标签我们是 

乡村政党，也调侃我们在城市无法获

得城市选民的选票支持，这对我们来 

说无形中是种耻辱。”

另一方面，马华雪兰莪州联委会主 
席拿督黄祚信在致词时指出，年轻选 

民将会是马华在来临的第15届大选注 

重的一环，如果臝不到年轻选民的支 
持，马华将无法赢到政权。

他说，在希盟政府频频做错事的期 
间，马华更是有必要把握这个时机， 

广招更多专业人士和青年入党。
他也呼吁年轻党员，务必改变现有 

的思维模式。
共有205人出席马青雪兰莪州分团 

代表大会，大会议长陈运鸿表示，出 
席人数符合州团大会会议至少50名代 

表的法定人数。有别以往，今年的马 

青雪兰莪州团代表大会的辩论环节首 
次采用双语进行，3名马青代表分别以 

中文及英文辩论。

出席者包括马华总秘书兼前马青总 

团长拿督张盛闻、前雪兰莪州团长拿 
督叶炳汉、马青副总团长蔡福光、张 

孳璘和马青雪兰莪州署理团长陈浩 

坤。（LMY)

■王钟璇（左三）赠送水果礼篮给王赛之（右三）；左起为郑慧玲和黄祚 

信，右起为潘美玲和邓诗汉。

王賽之：只爲打倒國陣

希盟没打算落實宣言
u华妇女组主席拿督王赛之说）希 

4望联盟政府在执政后的所作所 

为，已坐实他们当初是蓄意拟定一项从 

一开始就完全没有打算去落实的大选宣 

言，是公然不讲诚信。

她说，敦马哈迪在拜相后辩称大选宣 

言不是圣经，只供参考，而非必须落实 

等言论，而只是对付国阵的行为。

“由于把关失守，为推卸责任，行动 

党一味造假及抹黑前朝及马华误导人 

民，不惜典当全民及国家的利益。” 

她于今日为马华雪兰莪州妇女组第 

46届州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呼吁丹 

绒比艾国会选区的选民在来临的补选投 
国阵一票，以行动告诉希盟政府，教训 

他们背信弃义，不要把人民的支持当作 

理所当然。

"丹绒比艾国席补选是马华的生死之 
战，马华必须团结一致及全面助选，全 

力以赴收复失地。”

王赛之促希盟政府不分种族或宗教信 

仰，以儿童的权益及保障为主要考量， 

严禁童婚，以一劳永逸解决这个违反国 

际公约的老问题。
“我认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少女 

正值求学及充实自我的黄金时期，不宜 

婚嫁。未成年少女没有成熟的心智来决 

定自己的终身大事。”

她指出，《2001年儿童法令》611条 

文阐明，凡与年龄16岁以下的未成年 

少女发生性关系者，不论是否你情我 

愿，都属于强奸罪。

她也促希盟政府禁止父母单方面为 

孩子改教的88A条文，纳入婚姻改革法 

令，以解决儿女在配偶改教后的宗教纠 

纷，并避免有心人士利用宗教为所欲 

为，欺压前妻和子女。

王赛之说，马华妇女组也强烈谴责卫 

生部强制原住民妇女注射避孕针及服食 
避孕药的节育措施，因此举是公然侵犯 

人权、歧视及欺压原住民，违反国际公 

约第三及第五条文。

“卫生部长祖基菲里却回应说，这是 

为了减少贫血原住民妇女怀孕的风险， 

说辞牵强。我认为，卫生部应该探讨如 

何通过补血药物、食疗及保健品去医治 

贫血女病患，以降低她们的怀孕风险， 

.而不是去强制她们节育或避孕。”

她强调，原住民尤其妇女理应受国家 

关爱及保护的弱势群体，因此马华妇女 
组绝对不会坐视她们受到强权的不公对 
待。

她促请卫生部立即停止该项措施，否 
则马华将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更强硬的 

行动去制止不人道的残害妇孺恶行，全 
面捍卫原住民妇女的权益。

出席者包括马华副总会拿督斯里郑联 
科、马华雪兰莪州妇女组主席拿督王钟 

璇、署理主席郑慧玲、秘书潘美玲、财 

政叶琰明和大会议长拿督邓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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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祚信：馬華應改變思維

靠批評不能重奪政權
华雪兰莪州联委 

'会主席拿督黄祚 

信说，马华应该内外兼 

修，改变思维与行为， 

it人民恢复对马华的信 

心，因为只靠批评政府 
及等待政府犯错，是无 

:法夺回雪州政权。

他说，雪兰莪州是人 

t：最多且资源最丰富的 

洲属，也是马华拥有最 

多党员和中央代表的州 

s，但却是最早落入民 

联和希望联盟手里的前 

线州属。

D他于今日在马华雪兰 

莪州常年大会致词时 

奴，雪兰莪州如今非法 

洋垃圾回收厂猖獗，而 

雪州希盟政府却有如视

而不见，任由这些非法 

工厂操作，即使人民多 

次投诉，这些工厂依然 

运作。

此外，他指出，雪兰 

莪州于7月多次陷入制水 

危机，先是水源河流有 

臭味，然后是挖沙机械 

漏油，导致人民怨声载 
道。

"雪兰莪州的垃圾处 

理也是_团糟，导致骨 

痛热症蔓延，成为全 

国病例和死亡人数最高 

的州属。加影、沙登和 

很多地方也常常发生水 

灾，至今还无法解决， 

这些都是对雪兰莪先进 

州□号的最大讽刺。”

黄祚信指出，雪兰莪

州是马华拥有最多党员 

和中央代表的州属，雪 
马华必须立下决心，重 

拾旧山河。

他表示，雪兰莪州选 

民知识水平高，种族结 

构平衡，所以必须因时 
制宜，在马华和国阵的 

大方向之下，采取附加 

的政治策略，以及适合 

雪兰莪州的方程式。

他说，这个将协助马 

华夺回失去城池的方程 

式的基础，考量了雪 

兰莪州的种族结构与政 

治局势。‘‘我们必须提 

出鲜明的政治主张和论 

述，如何为人民开拓一 

条前路，如何让人民享 

有幸福的美好生活。要 

知道，打击政府只能让 

选民离开他们，只有强 

化自己，才能让选民投 

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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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馬華婦女組大會

没解決制水卻懷疑遭破壞

王鐘璇抨雪政府太兒戲
:(吉隆坡6日讯）马华雪 

州妇女组主席拿督王钟璇上 

议员说，雪州政府还没解决 

雪州人民频频面对的制水问 

题之际，如今却又将取消免 

费水的政策；人民要的是_ 

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她今早在马华雪州妇女组 

第46届州代表大会上致词时 

指出，今年1月至9月，因水 

源污染而发生了 4次制水； 

州政府不寻求解决方案来解 

决:问题，却怀疑是有人蓄意 

破坏，太儿戏了。

她声称，雪州希盟政府已 
执政11年7个月，却出现一 

篓子弊端，除了制水问题， 

还包括骨痛热症、房屋计划 

搁置等。
“雪州的骨痛热症在全国 

的数据居高不下，官方数据 
显示，由2018年12月30日 

至今年9月29日，雪州共有 

5万5908宗病例，即每天平 

均200宗。，1

王钟璇也抨击希盟联邦政 

府执政1年5个月，内阁新手 

的U转政策令人眼花缭乱，

部长之间对政策的互相矛盾 

言论令人无所适从，政党之 

间的猜疑更层出不穷。

她说，新政府要巩固政 

权，不管怎样处心积虑都须 

依法服人，否则霸权独裁会 

伤害和破坏国家的根基。

另一方面，她声称，马华 

雪州妇女组党员多达10万 

3251人，占该党女性党员 

的22.27%，希望妇女组党 

员尽力参与即将来临的丹绒 

比艾补选。

盼女党员丹绒比艾助选

马华雪州妇女组副秘书刘 

薏雯则在领袖答覆环节时 

说，行动党执政后，不论遇 
上什么课题，都会给予4个 

官方答案，即“不知道、前 

朝的错、媒体的错及人民太

敏感”，这是他们的标准操 

作流程。

她披露，该党也积极提拔 

新人，寻找优秀有潜质候选 

人，站在马华选区披甲上 

阵，收复失地。

“人民上届大选选党不选 

人，但来临大选是真正民主 

制度的大选，人民会比较哪 

个政党、候选人真正可为人 

民服务，发展国家。”
大会有逾400名代表出 

席，一致通过大会提案。出 

席者尚包括马华妇女组主席 

拿督王赛芝、马华副总会拿 
督斯里郑联科、马华雪州联 

委会主席拿督黄祚信、马华 

雪州妇女组署理主席郑慧 

玲、秘书潘美玲、财政叶琰 

明及大会议长拿督邓诗汉。

(TKM )

_大会移交纪念品给开幕嘉宾。前排左八起为叶玻明、潘美玲、邓诗汉、王赛之、王钟璇、郑联科、黄祚信 

忒郑慧玲。

贄祚信抨増税不知民疾苦
$祚信指出，正当经济萧 
M条之际，许多国家纷纷 

减吸引更多投资，惟大马 

不但没减税反而还增税，做

法就如不知人间疾苦。

‘‘政府仿佛走回以前的路 
线，大马要在2030年成为 

[亚洲之虎’的目标，但在

这样的情况下，大马连成 

为‘亚洲之猫1的份都没 

有° ”
他表示，据大马兴业金融 

有限公司的数据，我国去 

年撤资116亿令吉的数据证

明，外资对希盟政府没信 
心。

“行动党在面对以上的状 

况，就如‘静静党’，领袖 

们为保官位而不敢开口反 
驳。，，（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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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h Rudy Imran Shamsudin
imran@hmetro.com.my

ProgramGegar Vaganza
musim keenam (GV6)
bakal berlangsung Ahad ini
memperlihatkan buat kali
pertama pengacaranya,
JihanMuse tampil
bertudung.

Penghijrahan Jihan
itu turutmendapat
perhatianwakil media
yang hadir padamajlis
memperkenalkan peserta
GV6 yang diadakan baru-
baru ini.

Rakanmedia
mahu tahu bagaimana
pengacara berasal dari
Shah Alam, Selangor
ini mengendalikan

program terbabit dengan
penampilan baharunya itu.

Seperti yang ramai
sediamaklum,wanita
bertudung perlumenjaga
perilaku dan tutur
kata. Bagaimanapun,
kalau dinilai corak
persembahan Jihan
bersama pasangannya,
Nabil, lawakmereka ada
ketikanya agak kasar
dan keterlaluan. Jihan
mungkin boleh berjaga-
jaga tetapi bagaimana pula
dengan Nabil?

Bagaimanamereka
hendakmengelak daripada
dilihat berlebih-lebihan
terutama Nabil yang
sering tindakannya sukar
dijangka?

Apabila ada
ramai peminat,
saya perlu
menunjukkan

contoh yang baik
kepada mereka
apatah lagi

peminat muda.
Kebanyakan anak
remaja mudah
terpengaruh

dengan artis yang
mereka suka

JIHAN

TAK PERLU JADI
‘ORANG LAIN’
Penampilan bertudung antara pengikat untuk
Jihan jaga adab dan batas sebagai Musli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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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VIA
1. Jihan dilahirkan

pada 29 Ogos 1983 di Hulu
Langat, Selangor. Anak
kedua daripada empat
beradik danmempunyai
darah keturunan Jawa,
Riau, Minang dan Bugis.

2. Jihan anak didik
kepada Fauziah Nawi dan
menyertai Sanggar Teater
Fauziah Nawi (Stefani)
pada 2009.

3. Jihan dan suaminya,
UngkuHarizmula
berkenalan sewaktu
sama-samamenyertai
Stefani.

4. Jihan pernah
memenangi anugerah
Artis KomediWanita
Popular pada Anugerah
Bintang Popular Berita
Harian 2012.

5. Sebelum bergelar
artis, Jihan pernah
bertugas sebagai
juruteknik di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Apabila diutarakan
perkara itu, Jihan dengan
tenangmenjelaskan
sepanjang dia dan
Nabil mengendalikan
program realiti yang
memperlihatkan penyanyi
berpengalaman beradu
vokal itu, belum pernah
merekamelanggar batas.

Walaupun ada yang
menganggap gurauan
mereka di pentas
keterlaluan, iamasih
terkawal. Segala garis
panduan yang diberikan
kementerian dalam
mengendalikan program
disiarkan secara langsung
dituruti.

Kata Jihan lagi, bukan
dia saja yang perlumenjaga
perilaku, Nabil juga begitu
kerana sudah bergelar ‘Haji
Nabil’.

Jihan turut
memaklumkan
penghijrahan yang
dilakukan tidak bermakna
dia perlumenjadi ‘orang
lain’.

“Sayamasih orang yang
sama.Walaupun kini sudah
berhijab danmendekatkan
diri dengan Allah tidak
semestinya saya perlu
buang duniawi. Hidup perlu
seimbang. Sayamanusia
biasa yang cubamenjadi
lebih baik setiap hari.

“Namun, untuk
menjadi manusia yang
lebih baik kena ada ilmu
dan disebabkan itu saya
kini dalam proses belajar
dan pembelajaran ini akan
berlaku sepanjang

hayat,” katanya.
Bercerita lebih lanjut

perkara itu, Jihan berkata,
bertudung antara pengikat
untuk diamenjaga adab dan
batas sebagai Muslimah.

“Tidaklah saya kata
sebelum ini saya jahat.
Cuma, diakui selepas
berkahwin saya ada
tanggungjawab terhadap
suami dan anak. Perubahan
ini berlaku selaras
kematangan sebagai isteri
dan ibu,” katanya.

Jihan turutmengakui
suami yang juga pelakon,
UngkuHariz antara faktor
penyumbang kepada
penghijrahan yang
dilakukan.

“Apabila suamiminta
melakukan perkara yang
baik, sudah tentu saya kena
turuti.

“UngkuHariz tidak
pernahmemaksa, dia pujuk
secara lembut apabila kami
berceritamengenai perkara
ini. Sebagai isteri saya tahu
penghijrahan ini adalah
cara menjagamaruah dan
nama baik suami.

“Kata-kata yang
dilontarkan suami sewaktu
kami berbual membuka
minda danmembuatkan
saya terfikir. Secara tidak
langsung suami turut
memainkan peranan dalam
sayamembuat keputusan
ini,” katanya.

Jihan atau nama
sebenarnya Nuur
JihanMusa berkata,
perubahan ini juga
adalah bagi melunaskan

tanggungjawab penggiat
seni yangmempunyai
jutaan pengikut.

“Apabila ada ramai
peminat, saya perlu
menunjukkan contoh
yang baik kepadamereka
apatah lagi peminatmuda.
Kebanyakan anak remaja
mudah terpengaruh dengan
artis yangmereka suka.

“Sebagai artis juga
saya banyak berinteraksi
denganmasyarakat dan
andai perubahan ini
memberikan impak positif
kepadamereka saya sangat
bersyukur,” katanya.

Pengacara dan pelawak
yang bakatnya dicungkil

menerusi program realiti
Raja Lawakmusim ketiga
ini turutmeminta agar
janganmemandang
dirinya terlalu tinggi
dengan penghijrahan yang
dilakukan.

Hakikatnya, dia
melakukan perkara
yang sepatutnya sebagai
Muslimah sejati.

“Saya pakai tudung
bukan kerana ada sesuatu
yang berlaku kepada diri.
Saya bersyukur kerana
Allahmenggerakkan hati
tanpa perlumelalui dugaan
berat atau diuji dugaan yang
belum tentu sayamampu
menerimanya,” kata Jihan.

PESERTA GV6.

JIHAN b
berpasangan

lagi dengan Nabil
mengendalikan

GV6.

FOTO IHSAN LOL 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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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首相敦马哈迪坦诚，如今的希望联盟政府，其马来特性并不如之前的政府强，因此必须 

更关注其他族群的感受，否则将在来届大选中落败。

他说，由于马来人本身的分裂，在政治上出现6个政党代表，这使人口占国家总人口 

60%的马来人，各自政党最高只能获得介于20至30%的国人支持，独自不能取得50%的支 

持。

“这迫使我们需要依赖他人，以便取得胜利，为了报答对方的支持，我们不得不答应他 

们的要求。”

他不讳言，马来人因此不但典当本身的土地，在权力上，也因为分化，而致使族群被奴 

隶化。

马哈迪是出席马来人尊严大会时，如是指出。朝野政党领袖皆有出席是项活动，包括伊 

斯兰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巫统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慕沙、人 

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教育部长马智礼、前部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等人。

他直指，以前执政党的马来特性比较强，如今的马来政党必须顾及其他族群的感受，否 

则在大选中会受挫，并指这是事实。 .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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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哈迪语重心长劝诫马来人，倘若再不改

4变态度努力工作迎接挑战，只会仰赖他 

人的贡献，再多的尊严大会都挽不回马来人的尊 

严0

他对记者说本身出席是项大会并不是因为种 

族主义，因为大会并没有去谴责其他族群，反之 

他是要来谴责马来人本身，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 

尽到他们应尽的努力。

他续称，很多人劝他不应出席是项活动，惟 

他出席其他族群大会时包括为世界客属大会主 

持开幕，也没有人劝他不要去。
“作为马来人的一分子，我有权及有需要出 

席，以改善族群的命运。”

他指马来人不珍惜所给予的机会，导致尊严 

受损被人看扁。他说，马来人对各样工作都嫌 

弃，习惯让外人去代劳，反指外劳由于肯努力 

工作，不嫌东嫌西，一点一滴的累积财富，后 

代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对于马来人祈求他人的施舍，马哈迪感到羞 

耻，并举例称，马来人对于本身的薪资不断埋 

怨，却祈求政府给予的每年50◦令吉。

他称，马来人并不是没有本事，惟之前说所 

达至的成就差强人意，政府所给予的援助资 

金，都无法改变，马来人因此要坚定努力工 
作，靠本身去挽回尊严。#

提议6年时间

废_元敦#制
“马

来人尊严大会”上，主办方苏丹伊德里斯师范大学的代表再次挑起 

学习爪夷文课题，并提议6年时间废除多元教育制度，即关闭华淡

这名代表努鲁法丁在负责提呈教育领域的提案时，强调唯有废除多元教 

育体系，关闭华淡小，才能有效把所有族群团结起来。
“我们设定目标，希望华淡小能在2026年完全被废除，落实单元教育体 

系〇”

她认为，只有加强国立单元教育体系，国民才能团结起来，母语学校的 

存在无法使人民团结。

她也强调，废除华淡小是开启国民团结的钥匙，废除华淡小之后，也能 

强化使用国语；因此，她也建议推广爪夷文的使用，并纳入国文科目的课程 
里。

大会建议，首先在其他源流学校推介一年级的媒介语为马来文，之后逐 

年提升，6年后即能达到改变媒介语言的目标。

大会也强调，今天（6日）提呈有关教育、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领 

域的提案，通过之后会呈给首相敦马哈迪，希望希盟政府能实现。
首相敦马哈迪受询及时仅表示，政府在接受大会的提议后会进行研究， 

有那一项是可以落实，那些不能，并不是照单全收。#

隆市甘榜荅鲁地段

脱售给政府机构发展
首

相敦马哈迪医生说，吉隆坡 

甘榜苔鲁地段将脱售给政府 

机构以进行发展，并非卖给其他 

人0

他指出’相关政府机构将在 

没忽视甘榜苔鲁的原有特征之 

下，协助众地主发展该区。

“甘榜苔鲁以前是马来农业 

保留地。现在他们（甘榜苔鲁地 

主）不能在该处耕种，他们只能 
在那里经商，但他们没有足够的 

钱发展甘榜苔鲁。”

“我们看到那里有覆盖着生 

锈锌片屋顶的残旧房屋。（因 

此）它在拥有许多摩天楼迅速发

展的吉隆坡市中心，看起来像
‘疮、，，

“这没反映出马来人如其他 

人般的成功地位。”他今天（6 

曰）在“马来人尊严大会”致词 

时后，召开记者会时这么说。

联邦直辖区部长卡立阿都沙 

末在上周二说，甘榜苔鲁发展机 

构（PKB)已从当地居民接获 

700至800份关于重新发展该区 

的表格。

卡立说，在所接获的表格当 

中，约90%地主同意政府献议以 

每平方尺85◦令吉的价格收购该 

地段。#

U来人尊严大会促政府保留政府高职，包括资深部长职位予信奉伊 
斯兰教的马来人。

这些职位包括首相、副首相、州务大臣、首席部长、财政部长、教育部长、 

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及州政府职位。#

公正党不被邀请出席

阿兹敏却随敦马现身
|民公正党被定位为多元种族政党，不符合参加“马来人 

尊严大会”资格，因而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没有收 

到邀请函；不过，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却 

追随首相敦马哈迪一起出席“马来人尊严大会”，这是否意 

味公正党并没有缺席？

“马来人尊严大会”的执行秘书再纳吉林日前表示，大会 

仅邀请马来政党领袖出席，公正党是多元种族政党，因此不 

在大会邀请名单。大会仅邀请马来政党领袖如巫统、伊斯兰 

党、土著团结党、土著权威党及马来社团。

这一场由本地4所政府大学（马来亚大学马来辉煌研究 

中心、工艺大学（UTM)、博特拉大学（UPM)和苏丹依德 

利斯师范大学（UPSI))举办的“马来人尊严大会”，周六上 

午在雪州莎阿南的美拉华蒂体育馆举行，大约吸引数千人出 

席，大部分出席者身穿红色服饰，女性则佩戴黄色头巾，出 

席这一场盛会。

阿兹敏也是经济事务部长，他在今早出现在会场时，一 

度引起支持者及媒体的关注。近月来凡是首相马哈迪出现的 

场合，除了起夫人敦茜蒂哈斯玛陪伴一侧外，总是能看到阿 

兹敏随行的踪影，今天当然也不例外。

大会在上午9时30分开始，先由大会执行秘书兼苏丹依德 

利斯师范大学再纳吉林发表开幕词，随后4所政府大学的代表 

连同伊斯兰党巴西马国会议员阿末法德里，提呈大会提案。有 

关提案范围含括宗教、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课题。
首相马哈迪抵达会场时，大会邀请本地著名歌星拿督斯 

里西蒂诺哈丽莎献唱一曲，迎接马哈迪的到来。#

阿的 
兹欢 
敏迎

马来政党重点领袖纷纷出席

S内马来政党重点领袖，也纷纷出席这一场大会，其中 

包括巫统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慕沙、总财政拿督斯里 

东姑安南、伊斯兰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丹州州务大臣 

拿督阿末耶谷、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

其他领袖包括巫统的前青体部长凯里、前国防部长拿督 

斯里希山慕丁、巫统最高理事丹斯里诺奥玛、土团党的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慕克里、教育部长马智礼、企业家发展部长拿 

督斯里莫哈末礼端、青体部长赛沙迪等。#

197出席者食物中毒
马;

来人尊严大会的197名 

丨出席者，吃了主办单位 

准备的椰浆饭后导致食物中毒。

雪兰莪州卫生局局长拿督卡 

立依布拉欣说，根据从活动现场 

采集的食物样本进行分析，证实 

主办单位所提供的椰浆饭是食物 

中毒源头。

他周日发表文告说，所有受 

害者都是大学生，他们周曰早上 

抵达现场时吃了椰浆饭。“当局根

据从现场取得的5个留下的椰浆 

饭样本，找到食物中毒源头。”

他说，卫生局是在上午11 

时15分接获食物中毒的投报。

“我们收到投报指一些受害者 

出现腹泻及呕吐症状，随后派遣 

紧急救援队伍到现场。”他补 
充，197名受害者被送往巴生东 

姑安潘拉希玛中央医院、莎阿南 

医院、双溪毛糯医院及八打灵县 

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会执行秘书再纳吉林在发 
表开幕词时说，马来人长久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已建立起自 

己的规矩及制度，并凭着马来人 

的价值观，从他人统治及管理 

下，争取了独立及自主。

他强调，他们承认其他民 

族成为我国的同等公民，但条 

件是他们（马来人）享有一些 

特殊待遇，这些都撰写在《联 

邦宪法》里，因此受到保障。

“《联邦宪法》保障马来人权 

益及国家元首的地位。”他也警 

告有心人，不要利用马来人的善 

良，挑衅及羞辱伊斯兰教及我国 

君主立宪制，马来人会捍卫这一 

切。#

堂 齐齐聆听领袖们发表演讲

承认其他民族为公民 
条件是马来人享特权

政府局职资〉米部长

促保留予马来人

之前的政府强，因此必须更关注其他族群的感 

受。

暑马哈迪（右4)与出席马来人尊严大会的朝 

野政党代表一起合影。左起巫统丹绒加弄国会 

议员丹斯里诺奥玛、巫统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 

慕、马来人尊严大会主席兼马来亚大学校长拿督 

阿都拉欣、教育部长马智礼、伊斯兰党主席拿督 

斯里哈迪阿旺及巫统森波浪国会议员拿督斯里希 

山慕丁。

马

單敦马：马来特性不如前朝
人
尊
严
大
会M领关法

改
变
态
度
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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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我们依靠别人，直到我们成为奴 

隶。他们则更进步及更成功。国内 

机会没被利用，我们不愿做一些被 

视为低贱、危险、辛苦、肮脏等的 

工作，但每年拿500令吉的政府补 

助却不会感到羞耻。”

“当我们创造机会时，机会被转 

移；当推出AP (准证）时，也被 

卖掉；制定合约，合约也被卖…… 

难道我们单靠卖掉所获得的准证， 

就能致富？ n

(Q “数人劝我别出席马来人尊严大 

会，但这无关政党或特定组织，这 

大会只是讨论马来人的尊严课题， 

身为马来人，我有权出席。”

“我们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们没谴 

责他人，我们要谴责马来人而 

已。”

►封底、A25

农历己亥年九月初九

昨曰早上在莎阿南玛拉华蒂体育馆举行的马来人尊严大会，让 

政治“敌人”也能同席而坐，一同探讨巫裔重新建立尊严的迫切 

性。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右三）为这场大会的致词嘉宾。众领袖在

该大会记者会结束后，一同高举双手展示巫裔力量。

左起为马大校长阿都拉欣、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及伊斯兰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右起为玻璃市宗教司拿督莫 

哈末阿斯里及巫统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慕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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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尊严大g?

再纳吉林：5千年前立足大马
出席者在活动开始前 

抵达玛拉华蒂体育馆

人可驳酣会難
(吉隆坡6日讯）马来人尊严大会执行长拿督再纳吉林说，有人试图侮辱巫裔 

尊严及挑战其地位，若国人不遵守联邦宪法这社会契约，回教教义第3条和第 

4条允许巫裔驳回当初的契约。

他今早在马来人尊严大会开幕时说，宪法作为大马基本的社会契约，阐明 

回教作为国家宗教，其他公民则可和平信奉各自宗教。

■gg■纳吉林强调，巫裔早在 

■P3"5000年前就已在这片土 

地，争取独立、建立政府及管治这 

提醒各造别挑战这约定：“我再次 

提醒，其他种族能获得公民权，是 

巫裔的善意，特別是巫裔在5000年 

朝野马来政党领袖出席
备受瞩b的马来人尊严大 

会今旱在莎阿南玛拉华蒂体育 

馆举行，现场满是人潮，大会 

开始前，主办方更宣称会有 

350辆巴士载送参与者前往。

与会者是从今早7时起陆 

续抵达可容纳1万5000人的 

玛拉华蒂体育馆-

马哈迪出席大会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以“马 

来领袖”的身分出席大会，来 

自反对党阵营的马来政党也有 

派代表列席，包括伊斯兰党主 

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巫统总 

秘书丹斯里安努亚慕沙、前国 

防部长拿督斯M希山慕丁、前 

青年及体育部K凯利等|

这项大会是由马来亚大学 

马来辉煌研究中心与另外三所

大学，即玛拉工艺大学、博特 

拉大学及苏丹依德拉里斯教育 

大学联办。

会上，部分学校及政党代 

表提呈了数个动议，希望政府 

能落实。

其他与会者包括经济事务 

部[;(：拿督斯里阿兹敏、教育部 

长马智礼博士、国防部长莫哈 

末沙布、青年及体育部长赛沙 

迪、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慕 

克力、企业发展部K：拿督斯里 

莫哈末礼端、国会下议院前副 

议长拿督罗纳建迪、外交部前 

部t(：拿督斯里阿尼法、国内贸 

易及消费人事务部前部长拿督 

斯M韩沙再努丁、国会改革与 

治理核心小组成员拿督斯里慕 

斯达法、大会委员会主席兼马 

大校长拿督阿都拉欣等。

再纳吉林：若有人企图轻视和挑战社会契约，马来人不 

会再妥协和包容。

个区域。当时他们接受其他种族成 

为公民，同时要求马来人特权，并 

保障其他国人的地位。

“这是巫裔的好意，可惜有人忘 

i己了《他们试图玩弄我们、侮辱我 

们的尊严、挑战我们的地位。

“尽管我们赋予他族公民权，可 

是我们的善意一再被践踏，其中社 

会契约更遭忽视和挑战。”

再纳吉林指今日这场大会就足要

前已领导这国家……若有人企图轻视 

和挑战社会契约，我们+会冉妥协 

和包容。”

他指马来西亚（Malaysia)是马 

来（Malay)和群岛（Sia)的结合’ 

意即这片土地是马来人的土地。

再纳吉林提到，当局邀请首相敦 

马哈迪医生出席大会，是W为对方 

足当前最有权力者，相信能执行提

-s的议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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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市会12 S员 
骑自行车巡逻3地

(梳邦再也6日讯）12名被挑

选的梳邦再也市议会官员将以 

骑自行车在3个地点巡逻，以 

执行试点项目。

当中，2名成员将在梳邦 

冉也市议会总部骑自行车巡 

逻，5名成员将派驻USJ 10 

附近范围巡逻，其余5名成员 

则在蒲种公主城巡逻。

“2019梳邦再也市议会自 

行车队”是梳邦再也市议会配 

合2030年成为绿色城市与低 

碳城市目标的一项举措。市议 

会以3万5820令吉购买了这 

些特殊自行车，即每辆自行车

2985令吉。

市议会希望若有关于市议 

会服务的问题时，-直在场的 

自行车队执法员能方便公众与 

市议会联系。市议会也希望执 

法人员的持续监控可提高公众 

遵守规则的意识。

梳邦再也市议会R前推介 

“2019梳邦再也市议会自行车 

队”，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州 

议员黄美诗与梳邦再也市议会 

主席诺莱妮。

于8月1日成立的自行车 

队旨在根据2007年陆路交通 

法令，以自行车巡逻方式执行

监控与执法活动；通过“骑 

行，停下与交谈（Cycle, Stop 

& Talk)”概念创建绿色与亲 

民的城市服务。

自行车队也是摩托车巡逻 

队的替代执法方法，并通过健 

康及平衡的生活方式提高梳邦 

再也市议会执法人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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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获修改图测批准信

(加影6日讯）停工逾半 

年的呀吃18里中华小学 

新校，一旦于本月内获 

得修改图测的批准信 

后，就可复工。

呀吃18里中华小学 

的迁校计划从10年前开 

始，该校从呀吃18里迁 

往班丹福全山庄，并易 

名为班丹中华小学。

林海霞

呀吃18里中华小学的迁校问题已经有逾10年。 张耀汉：欠600万建费
gg：吃18里中华小学董 

H7T事紐職接受《南 

洋商报》记者访问时说，新校 

的打桩和地脚工程已完成，获 

得修改图测的批准信后，这个 

月就可以复工。

校前路改4车道

“提呈修改的图测是学校 

前的道路须保留，以及要改为 

来回4条车道。”

他说，较旱时，安邦再也 

市议会基于校方没提呈新图测 

的申请而发出停工令，丁程就 

此停了逾半年…

不过，一旦获得批准信 

后，兴建工程就可以马上复 

工。

呀吃18里中华小学迁校 

冋题拖到现在逾10年，一'路 

走来波折重重目前该校有40 

多位学生，以巫裔学生为主。

教部局部发放拨款
张耀汉说，新 

学校的兴建费是 

1000万令吉，包 

括软硬体设施，早 

前获得教育部400 

万令吉拨款，目前 

仍欠600万令吉。

“我们较担心 

款项不足的问题，

虽然已向教育部申 

请600万令吉的拨 张耀汉 

款，但拨款局部发 

放，今年发放100万令吉，明 

年300万令吉，后年200万令 

吉。”

他说，兴建工程费用庞 

大，其中，打桩和地脚已花了 

100万令吉，而工程预计耗时 

2年。

他说，新学 

校有48间教 

室，为U字形， 

底楼12间教室 

放空，暂时作为 

活动空间，若学 

生人数激增，则 

会重新改为教 

室，至于顶楼的 

设计可兴建礼 

堂。

他说，新学 

校的策划蓝图已获得批准，建 

成后就可向市议会提呈申请住 

用证，若资料齐全，相信申请 

住用证并不难。

“若一切顺利，包括拨款足 

够，意味着新学校将在2年后 

完成和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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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水供接71投诉

22地区水供不臭了
(八打灵再也6日讯）截至昨

日傍晚6时，收到投诉的33 

个水供有异味的地区中，22 

个地区水供已恢复正常。

雪州水供管理公司（Air 

Selangor)周六发文告指i1丨'|， 

11个仍受臭水影响的地区是 

八打灵的蒲种柏利玛、史里 

肯邦安（八打灵）、绍嘉娜蒲 

种、乌冷万宜第3区、雪邦武 

吉蒲种、武吉蒲种II、斯里 

肯邦安（雪邦）、古城、沙叻 

丁宜、沙叻丁宜美华BB花园 

与瓜冷绍嘉纳太子城。

当局会持续监控、检查与 

进行清理蓄水池及水管系统活 

动，以确保所有水供有异味的 

地区完全恢复。

文告指出，截至昨日傍晚 

6时，雪州水供管理公司共接 

获71宗新投诉，并正在米取 

采集样本化验及清理水管系统 

行动。

若正在清理过程的地区依 

然还有臭水问题，民众受促通

过 15300 或 WlmisApp 至019- 

280 0919、019-281 6793 联系 

当f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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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邦6曰讯）掌管雪州 

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华 

人新村发展事务行政议员 

黄思汉透露，雪邦综合墓 

园工程预计2020年底或 

更早完成，并在2021年 

就绪开放使用。

黄丨
.思汉指出，有关收费 

.暂未出炉，雪邦市议 

会将参考州内公家墓园的现有 

收费标准制订火化价格，大约 

处于200令吉上下的合理费 

用。

“综合墓园的服务对象优 

先考虑雪邦县居民，其中B40 

群体为主要受惠者。全马只有 

雪州子民享有这项福利。”

华人义山8亩

黄思汉昨R巡视雪邦综合 

墓园后说，雪邦综合墓园占地 

25亩，其中华人义山有8亩， 

兴都墓园占地4亩，余下13 

亩属马来人墓园。华人义山管 

理权归雪邦华人义山委员会管 

理，马来人和印裔墓园的行政 

管理权则由雪邦市议会负责。

他表疋，40%.的墓地比例 

将作为土葬用途。

他补充，雪邦综合墓园是 

州政府在雪州的第五个综合墓

黄思汉：参考现有收费标准

雪邦综合墓园料明年完成

刘天球（前排左起）、黄思汉和西华古玛探讨雪邦综合墓园的基 

设配备。

刘天球：解决居民殡葬需求

园，更是州内首个采用石油气 

操作焚化炉的综合墓园。焚化 

过程分2个阶段，首阶段由 

100度往上；第二阶段焚化过 

程，温度则达到900至1100 

度，最后只留下骨灰，因此不 

会对邻近环境造成污染。

设2焚化炉

“正在施工的2个现代化 

焚化炉位在兴都墓园，分为回 

教徒和非回教徒焚化炉。”

他补充，焚化炉设在印裔 

墓园火化场旁、具备厕所和办 

公楼等设施。他说，每个焚化 

炉每日平均可处理3项火化工 

程。土木建设工程于2018年 

末开始，完成进度更超前 

20%，0前竣工进度已达 

40%。雪邦综合墓园的整体丁 

程耗资1550万令吉，其中雪 

州政府拨款500万令吉，余下 

1050万令吉由雪邦市议会承 

担。

双溪比力州议员刘天球感 

谢各造配合和协助。他对雪州 

政府这项努力和贡献表示欢 

迎，解决了居民的殡葬需求。

雪邦市议员两华古玛披 

露，早在数年前已经提出建设 

遗体焚化炉的需求；直到2018 

年底才获得拨款落实兴建。他 

强调，雪邦综合墓园将按良好 

规划管理，每个墓穴为统一标 

准面积。

他也说，由于该区没有火 

化场，必须到外州火化，费时 

费力费钱。同时也IM为缺少火 

化服务，部分人士就近选择土 

埋，导致墓园土地不敷使用。

其他参与巡视工程者有雪 

邦市议会工程总监赛夫那兹、 

雪邦市议员雷健强、张联成、 

颜志辉、蔡志雄、黄耀亮和维 

再也，双溪比力村长余东发、 

印度村K：拉曼和西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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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左）与希山 
慕丁虽属不同政党与 

立场，但在尊严大会 

上；依然互相打招呼 

以示衷好。

阿兹敏现身引关注
莎阿南6日讯| 「马来人尊

严大会」主办者以人民公正党非 

纯正马来政党为理由，没邀请该 

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出席大会， 

该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却 

在今天意外现身。

阿兹敏在上午9时30分左 

右，当大会进行到一半时，由工 

作人员带领进入会场，马上引起 

现场出席者和媒体关注。

除了阿兹敏外，该党槟州行 

政议员兼诗布朗再也州议员阿菲

夫也有出席这场大会。过后，阿 

兹敏在台上，也与各政党马来领 

袖频密互动，包括与伊党主席拿 

督斯里哈迪阿旺、首相敦马哈迪 

及巫统总秘书安努亚慕沙同台， 

共同高举双手高呼口号。

阿兹敏较后在台下，也与多 

名巫统领袖如前国防部长拿督斯 

里希山慕丁热情交流。事后记者会 

结束，媒体欲向阿兹敏进行访问， 

后者却表明不愿接受访问，随即陪 

同首相敦马哈迪一同离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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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旅游局助打造完善阅读环境
雪邦6日讯|雪兰莪旅游局 

(Tourism Selangor )日前参与一 

项由雪州穆斯林捐献机构举办的 

企业与媒体随行团活动，并赞助 

邦江山（Bukit Bangkong )原住民 

村的Budimas儿童图书馆举办「雪 

州旅游局的学习有趣项目」活 

动。

该活动旨在通过在该图书馆 

打造全新的互动空间，为邦江山 

原住民及周边社区的小孩提供更 

丰富的学习体验。

有趣的互动项目有逾30种， 

包括各种纸牌游戏、桌游、国际 

象棋、百万富翁及体育游戏等， 

以训练小孩的思维能力和专注

力，养成阅读好习惯。

另外，为了让儿童拥有一个 

安全和舒适的空间，雪州旅游局 

更在图书馆放置全新的彩色桌椅 

和地毯，同时新增2盒书籍，为 

当地小孩提供广泛的阅读选择， 

希望吸引更多小孩前来阅读。网 

^ ： www.tourismselangor.my

雪兰莪旅游局协助邦江山原住民村儿童，打造完善的阅 

读环境。

Page 1 of 1

07 Oct 2019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36
Printed Size: 23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157.00 • Item ID: MY003747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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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播涛染溥流羼手面政府有货
鹅唛6日讯|雪州政府准备在即将来临的雪州财 

政预算案中宣布，为那些举报河流污染的民众给予 

奖励金，并对制造河流污染者处于最高刑罚！

雪州政府准备在即将来临的雪州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为那些 

举报河流污染的民众给予奖励金。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直言， 

雪州政府需从八丁燕带（Bistari 

Jaya )的雪河污染事件，以及士 

毛月河的污染事件中吸取教训， 

并引以为鉴，以确保未来的日常 

用水能够安全饮用。

他说，尽管州政府有意继续 

开发河畔的经济效益，然而河流

阿米鲁丁 ®雪州大臣

■染和净水使用的问题，一直是 

州政府的主要考量和担忧问题。

他透露，雪州苏丹殿下在本 

届第二季度州议会开幕致词时， 

已指示州政府必须对制造河流污 

染事故的罪犯，给予更严厉的惩 

罚，同时落实更有效的执法和监 

管措施。

阿米鲁丁强调，水源污染事 

件不单影响数百万用户的曰常作 

息，甚至导致多个有赖水供的工 

业领域面对不必要的亏损。

研讨监控水源方案

他说，每人都有责任维持和 

保护河流的清洁干净，因为河流 

曾经是人类的主要交通运输，甚 

至曾是人类饮食起居的定居点。

「尽管时代已演变成现代化 

和科技发达，但是河流依然是我 

们主要的水源。」

「以最近发生的士毛月河流 

污染事件为例，该起污染事件已 

造成数百万计的水供用户面对水 

供短缺，生活起居受到干扰。」 

他指出，如果一户家庭居住 

3人’受影响的民众就已超过100 

万人。

阿米鲁丁是在出席鹅唛保护 

河流运动以及到乌鲁音出席士拉 

央市议会所举办的世界河川日- 

爱护河流活动上致词时，作出上 

述发g。

阿米鲁丁指出，如果主要 

水源污染事件是发生在雪兰莪河 

或瓜拉冷岳河，也许问题能够解 

决，但是水源污染的气味会引起 

不适，并破坏水供用户对食用水 

的信心。

他透露，雪州政府已指示所 

有主要的州政府机构，包括雪州 

水务管理机构（LUAS )、英达丽 

水排污公司、州环境局（JAS)， 

甚至是水利灌溉局（JPS )坐下一 

起研讨，以寻找最好监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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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馬華婦女組代表大曾•

王賽之：擬定沒打算落實宣言

“希盟不講誠信”

是否你情我愿，都属于强奸罪。

谴责卫部

(吉隆坡6日讯）马华妇女 

组主席拿督王赛之表示，希盟政 

府执政后的所作所为，坐实了他 

们当初是蓄意拟定一项从…开始 

就完全没有打算去落实的大选宣 

言，揭露希盟政府公然不讲诚 

信。

她今日为马华雪州妇女组 

第46届州代表大会致开幕词时表 
示，首相敦马哈迪在拜相后辩称 

大选宣言不是圣经，仅供参考， 

未必需要去落实等言论，只是对 

付国阵的行为。

“由于把关失守，为推卸责 

任，行动党一味造假及抹黑前朝 
和马华误导人民，不惜典当全民 

及国家的利益。”

有鉴于此，她呼吁丹绒比艾 

国席选民在来临的补选中投国阵

训他们背信弃义，不要把人民的 

支持当作理所当然:

“丹绒比艾补选是马华的生 
死之战，马华必须团结一致及全 

面助选，全力以赴收复失地。”

政府应不分种族禁童婚

票，以行动告诉希盟政府，教

卫赛之说，政府应严禁童 

婚，更应不分种族或宗教信仰， 

以儿童的权益及保障为主要考 

量.•劳永逸解决这个违反国际 

公约的老问题。
“我认为，年龄介于18岁以 

下的未成年少女正值求学及充实 

自我的黄金时期，故不宜婚嫁。 

未成年少女没有成熟的心智来决 

定自己的终身大事6 ”

她说，根据2001年儿童法令 

611条文，凡与年龄16岁以下的 

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者，无论

强制原住民妇女避孕
“另外，希盟政府应禁止 

父母单方面为孩子改教的88A条 

文，纳人婚姻改革法令，解决配 

偶改教后儿女宗教的纠纷及避免 

有心人士利用宗教为所欲为，欺 

压前妻及子女。

另外，她说，马华妇女组强 

烈谴责卫生部强制原住民妇女注 

射避孕针及服食避孕药的节育措 

施。

“国际家庭计划的宗旨是 

确保妇女在不受压迫或歧视的情 

况下，为她们提供适当的节育讯 

息、教育及辅导。不过，妇女在 

生儿育女的规划，有绝对的决定 

权利

出席者包括马华副总会拿 

督斯里郑联科、马华雪州妇女组 
主席拿督王锺璇、署理主席郑慧 

玲、秘书潘美玲、财政叶琰明及 

大会议长拿督邓诗汉。

大会移交

纪念品给开幕嘉 

宾J前排左八起 

为叶琰明、潘美 

玲、邓诗汉、王

赛之、王钟璇.

郑联科、黄祚信

及郑慧玲。

制水沒解決卻取消免費水9

王鍾璇促解決河流污染
U华雪州妇女组主席拿督兼上议员王钟璇指 

1出，雪州政府还没解决雪州人民长年累月 

面对的制水问题，如今却将取消免费水政策，人民 

要的是…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她今早在马华雪州妇女组第46届州代表大会上 

致词表示，今年1月至9月，因水源污染而发生了 4次 

制水，不是在旱季的分阶段制水，就是河流污染而 

关闭滤水站造成的制水。

“州政府不寻求解决方案来解决河流污染问 

题，却怀疑是有人蓄意破坏，太过于儿戏。”

她指出，州政府指雪州是用水量最高的州属， 

认为水费太便宜，这是打调高水费的主意。雪州希 
盟政府已执政11年7个月，却出现一篓子的弊端，除 

了制水问题，还包括骨痛热症、房屋计划搁置等。

却不当-回事，没有向黑斑蚊宣战；而死灰复燃的 

结核病，在雪州已超过5000宗，位居全国冠军。

她也认为，州政府不应在无人地带兴建可负担 

房屋，应要有全盘计划提供基本设备，把周遭经济 

效应带动起来。

王钟璇抨击，希盟联邦政府执政1年5个月，内 

阁新手的U转政策令人眼花缭乱，部长之间对政策 

的互相矛盾言论令人无所适从，政党之间的猜疑更 

是层出不労。

她认为，新政府要巩同政权，不管怎样处心积 

虑都必须依法服人，否则霸权独裁会伤害和破坏国 

家根基I。

此外，她表示，马华雪州妇女组党员多达10万 

3251人，占了该党女性党员的22.27%,希望妇女组 

党员尽力参与即将来临的丹绒比艾补选。

蚊症数据居高不下

她指出，骨痛热症在全国的数据居高不下，官 
方数据显示，由2018年12月30日至今年9月29日，雪 

州共有5万5908宗病例，也就是每天平均200宗。 

她说，州政府应宣布进人紧急状态，惟州政府

劉薏雯：積極物色有潛質候選人
马华雪州妇女组副秘书刘薏雯在领袖答复环境 

时表示，行动党在执政后，不管遇上什么课题，会 
给予4个官方答案，即“不知道、前朝的错、媒体的 

错及人民太敏感”，这是他们的标准操作流程。

她说，该党积极提拔新人，雪州马华妇女组物 

色有潜能的女青年，寻找优秀有潜质的候选人，站 
在马华选区披甲上阵，收复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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抨捉狗隊手法殘忍
“動物行動隊”採法律行動

報道►張露華攝影►黃安健

(沙登6日讯）捍卫动物权益组织“动物行动队”

(Animal Action Team )将付诸法律行动，挑战梳邦再也 

市议会捉狗队捉狗方法示范符合标准，并促请雪州政府 
修改现有的2007年地方法令狗只繁殖与执照条文，以更 

人道方式对待流浪动物。

该行动队主席沙鲁阿都拉欣（也称Abang Kucing)押 

击日前发生在蒲种柏兰岭花园的捉狗队行动，是残忍与 

不合乎人道；同时必须厘清捉狗队所采取的捉狗方法是 

否依据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条例行事，不能一而再容忍地 

方政府捉狗队的残忍手法。
因此，他促请视频中的两名“主人”联络他（012- 

741 3497 ),共同桿卫受到不公对待的动物权益。

他是在出席“2019马来西亚清流论坛-关爱保护动物 

交流会”上这么指出。

收集資料帶上法庭

沙
鲁坦言，该组织成立时是关注流浪猫 

问题，但因为地方法令没有对猫，只

关爱动物群体在交流会上讨论如何善待动物课题。坐者左三为沙鲁。

沙魯促修改法令杜絕濫權

沙
鲁指出，日前的捉狗视频显 

示，两名“主人”已经苦苦哀

求捉狗队网开…面，但捉狗队人员却- 

意孤行，漠视人民的声音。

“就算是人做错事，来到法官面前 

也可以求情，但狗不会为自己发声，主 

人已经在那里不断求情，难道就不能给 

狗狗•次机会吗？”

他认为，我国已经修正《2015年动 

物福利法令》，但地方政府却豁免在这

项法令之外，即使使用不当手法捕捉流 

浪动物也不会受到对付。

他也提出，雪州地方政府捉狗队的 

捕捉流浪狗方法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人垢 

病，之前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也曾经发生 

同样问题，州政府必须正视这问题，修 
改2007年地方法令狗只繁殖与执照条文 

是刻不容缓，以制定一套更完善及人道 

的方法捕捉流动动物，杜绝捉狗队滥用 

权力。

有对狗有管制，经常看到地方政府不人道对待流 

浪狗的消息。

“作为一个关心动物的组织，应该是不分种 

类，无论是狗或猫，甚至其他动物，都应该为这 

些不公平的事情发声。当捉狗队打着收到投诉的 

旗帜去捕捉流浪狗，都只是地方政府一面说词，

狗无法为自己自辩，无论有没有做错事都一律被 

对付，而且这些狗被捉时也没有反抗或咬人，犯 

不著用这么残忍的手法，用绳圈套住牠们的颈项 

就把扔上车，很容易伤害牠们的颈项。”

因此，沙鲁认为不能再容许这类不人道的捉 

狗方式，他将会收集资料，把这次事件带上法庭，

会捉狗队方法的合法性，是否有根据动物福利理事会的批准。

“若证明他们的行动不合法，有关两名捉狗队员必须受到对付， 

包括革职处分。”
同时，沙鲁也会把这次事件的资料交给霹雳崙眼色海(Bagan Serai) 

区国会议员诺阿兹米，让后者把这时间带上国会，促请房屋及地方政 

府部关注此问题。他也促请所有爱护动物者与该组织站在一起，通过 
法律促请雪州政府修改现有的地方法令狗只繁殖与执照条文。

沙鲁：该会 
将通过法律，挑 

战地方政府现在 

有捉狗方式合法 

性。

挑战梳邦再也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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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马青团长陈运鸿说，马华雪州联委会主席拿督黄祚 

3信已经开始与雪州国阵领袖洽谈，着手处理及建立属 
于雪州的国阵品牌。

“马青将给予州主席全面配合及支持，我经常联系雪州反对 

党领袖利詹依斯迈，我们都认同国阵青年团领导都必须要有更紧 

密的合作与互动，为雪州国阵的新方程式踏出第•步。”

须建立前瞻性政治论述

陈运鸿说，雩州马华需要拥有属于雪州的方程式，让马华稳 

固自身的组织，重新立足华社，并赢得雪州人民的支持。
“我认为雪州的方程式必须建立在有前瞻性的政治论述上， 

雪州的选民种族结构多元平衡，知识水平也较高，也是国内经济 

活动最活跃的州属之…，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有愿景，给选 

民新的想像。

“想像未来如果国阵重新执政雪州，会有怎样的改善及改 

变，从硬体设备、施政效率到文化和价值的塑造，都需要开始建 
造雪州国阵品牌。”

地方领袖国阵青年团合作

他呼吁各区团领导人必须加强地方上与国阵青年团的联系，培养彼此默 

契，开始备战工作：
他说，马华传统选区丹绒比艾国席补选在即，这将有机会让马华在国会中 

增加多4巴声音，守护国内华裔同胞及其他非土著的权利，桿卫我国的多元色 

彩〇
他也呼吁雪州马青，必须全力助选，为选民教训希盟。

雪馬青大會205代表出席

大；
i会议长彭伟鸿宣布第50届雪 

，州马青代表大会出席人数共 
有205人，符合州团大会会议至少50名 

代表的法定人数《
今年的雪州马青辩论环节也首次 

采用双语进行，由3名马青代表分别以

中文和英文辩论，展现有别于以往的 

形式。

出席者包括马华总秘书兼前马青 
总团长拿督张盛闻、前雪州团长拿督 

叶炳汉、马青副总团长蔡福光、张孳 
璘及马青雪州署理团长陈浩坤。

(吉隆坡6日讯）马青总团长王晓庭表 

示，希盟政府怠慢人民声音的执政手法，令 

人民感到厌倦，唯有赋予国会议员代表权为 

民发声，才是最正确的管道。

她今日在第50届雪州马青代表大会致开幕词时 

说，人民已经觉醒并不愿再看到政治人物之间进行 

口水战，且口水战也不能让马青有更好的表现。

专业论证讨论人民议题

她说，马青未来将会以更专业论证的方式讨论 

人民议题，并在政策制定之前将声音有效传达给制 

定政策者。
“政府每次在推行政策后又再宣布U转，再加 

上国家的机制，国会议员的简单多数票就可以选出 

首相，如果我们不要让'个人决定我们的未来，我 

们就要加强反对的声音”

她指出，马青非常看重每一场选举，因为反对 

党在国会需要多一把声音：

她表示，在希盟政府执政期间出现乱象的情况 
下，马华和马青并没有放弃监督，但他们并不能永 

远停留在制衡的角色。
她说，虽然马青在509大选后的初期处于劣 

势，但国阵在过去补选中连胜，而即将面对的柔佛 

丹绒比艾补选，是时候要让反对声音继续发酵。

黄祚信：马华将注重年轻选民

马华雪州联委会主席拿督黄祚信说，在来临 

的第15届全国大选，年轻选民将会是马华注重的一 

环，如果赢不到年轻选民的支持，那马华将无法赢 

到政权。
他在第50届雪州马青代表大会上致词时指出， 

在希盟政府频频做错事的期间，马华更是有必要把 

握这个时机，广招更多专业人士和青年人党a

他表示，年轻党员也必须改变现有的思维模 

式。

马;
青大港区团署理团 

f长李奕渊说，马华 

坚决捍卫华裔选民的权益，

但只要巫统及伊党坚守国家 

宪法，两者合作并没有问 

题a

“我们坚决桿卫华裔 

选民的权益，这一点我们-- 

步也不会退，只要他们（巫 

伊）坚守国家宪法，那我们 
其实〇k，没问题。

“因为我们必须要有强 

大的反对党阵线，才能监督 

及制衡现任政府，所以不会 

因为巫伊合作而恐慌。” D

巫伊基于政治现实 

被迫合作
他指出，巫伊合作是基于政治 

现实，因他们发现争取华人票似乎 

不太可能。

他说，巫伊合作的局面造成的 

促使者就是行动党，若马华今日能 
得到广大华裔选民的选票，他相信

李
奕
淵

只

i
堅
守
害
/L1A

法

今天的局面会有所不同，巫伊 

不可能会因此合作。

他说，巫伊合作是希盟造 

成的结果，但这不代表马华没 

有希望。
他说，马华会在巫伊合作 

上扮演重要角色，桿卫国家宪 

法，那是马华的底线U

他指出，巫伊合作原先强 

调穆斯林团结集会（pengyatuan 

ummah)，但因马华和国大党 

积极谈判，才转换成国家和谐 

的合作（muafakat nasional ), 

保障全民的权益，证明马华在 
=国阵体系里，在巫伊合作方面 

有重要的角色，使他们保持中 

庸。

此外，马青白沙罗代表何国胜 

认为，除了伊斯兰刑事法课题上， 

只要马华、巫统和伊斯兰有共同目 

标，合作绝对不是问题。

他指出，巫伊合作必须确保的 

是可以保护马来人的权利之外，也 
不会剥夺华裔的权益。

巫
伊A

沒

問
題

陳運鴻：勿僅爲選票

巫伊合作須有長遠計劃
►州马青团 

长陈运鸿 

奉劝巫统或国阵领导 

人，若有意与伊党合 

作就必须有更长远的 

计划，不要单以赢得 

选票作为合作的出发 

点〇

他在州团长总结 

辩论环节时指出，巫 

统在上届大选已有意 

无意地与伊党合作， 

两党在上届大选以制 

造厂角战为策略，但 

最终还是失去中央政 

权。.

他说，首次失去 

中央政权的巫统不知 

自己身在何处，并将 

伊党形容为巫统的救 

生圈。

他指出，伊党的 

最终目的是要组织伊 

斯兰国，这是马华反 

对及不能与伊党合作 

的原因，并表示巫伊 

合作不是国阵与伊党 

的合作。

黃诈信:不能只靠批評政府

馬華需強化重奪雪政權
U华雪州联委会主席拿督

1黄祚信说，马华无法只 

靠批评政府，等待政府犯错来夺回 

雪州政权，反而应该内外兼修，改 

变思维与行为，让人民恢复对马华 

的信心。

他今日在2019年度马华雪兰莪 

州常年大会上致词时说，雪州是人 

口最多和资源最丰富的州属，也是 
马华拥有最多党员和中央代表的州 

属，却是最早落人民联和希盟手里

他说，^州如今非法洋垃圾回 

收厂猖獗，雪州希盟政府却任由这 

些非法工厂操作，有如视而不见，

人民多次作出投诉，这些工厂却依 

然人场运作。

他提及雪州在今年7月多次陷 

人制水危机，先是水源河流有臭 

味，接着挖沙机械漏油，导致人民 

怨声载道。

“雪州的垃圾处理也是…团 

糟，导致骨痛热症蔓延，成为全国 

病例和死亡人数最高的州属6加 

影、沙登和很多地方也常常发生水 

灾，至今还无法解决，这些都是对 

雩兰莪先进州口号的最大讽刺。” 

他说，雪州是马华拥有最多党 

员和中央代表的州属，因此马华雪 

州必须立下决心，重拾旧山河6

雪州馬青代表大會---------------------------------------------------------------------

王曉庭：人民厭倦希盟怠慢手法

應蹴權团議貝爲民發翬
商
建
立
雪
國
陣
品
牌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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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
：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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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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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们接领瑞狮的祝福，为银禧老妇院举办的第29届国际老人日揭开序 

幕。左起为阿都拉马林巴金达、杨星耀、陈国伟、邓章钦及郑福成。

(吉隆坡6日讯）马来西亚对华特使 

陈国伟指出，大马乐龄人口逐渐增加， 
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凡60岁或以上的 

老年人占国家总人口的15%则被归纳为 

“老人国”，这意味着我国在2030年将 

成为老人国:

他说，福利局已在加紧研究和拟定 

方案，以确保我国乐龄人士在健康、医 

疗、生活等方面得到保障，同时希望政 

府能拟定相关法令，加强维护该群体的 

权益，并将尽责赡养父母及祖父母的条 

例列人其中。

他表示，为鼓励社会更关注乐龄人 

士的福利及让家庭成为国家安宁和团结 

的重要基础，政府应提供部分优惠给赡 

养父母的子女，例如让负责赡养家中年 

长者的年轻人在购买第一所房子时，在 

税务上获得折扣。
陈国伟今日在银禧老妇院欢庆第29 

届国际老人日暨第4届大马祖父母日午宴 

上，如是指出。

盼政府关注老化问题
陈国伟说，他近年来曾接获数宗投 

诉，指有儿女在将年迈父母送人政府医 

院后，院方却再也无法联系上子女来接 

父母出院，遂发现对方在办理人院手续 

期间提供假资料。

他希望政府能关注社会老化的问 

题，以及拟定相关法令，惩罚不孝及不 

负责任的儿女，并希望该不良的社会现 

象不再发生。

“我们应该认同所有乐龄人士在年 

轻时对国家与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因此 

应该把长者当成朋友或亲人给予关怀，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他补充，吉隆坡是国内最富裕的区 

域，但城市的贫穷率也相对低，造成贫 

富悬殊日益严重，出现富者越富，贫者 

越贫的现象。

他呼吁政府应适度地调整东马及半 

岛数个州属的贫穷线，以达到平衡的标

盼各界给予支持 g
雪州行政议员拿 

督邓章钦说，联合国在 

1991年将10月1日列为国际老人日，而大 

马在2015年起将每年10月第•个星期日 

列为祖父母日，也是世界第20个承认祖 

父母对国家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并给予 

他们应有的荣誉、尊严和尊重c

他表示，虽然我国有许多组织、社 

团和机构，但庆祝国际老人日及祖父母 

日的团体非常罕见，惟银禧老妇院依然 

每年坚持承办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他感谢银禧老妇院的执行与信托人 

多年的努力及服务，让该院得以永续经 

营，也希望各界人士能给予该院支持和 

关怀老人，让他们能安享晚年。

杨星耀：扩建日间护理中心
银禧老妇院执行委员主席拿督斯里 

杨星耀表示，该院成立至今已82年，但 

仍关注老年人在社会上的需求，因此决 

定在该院扩建一所日间护理中心，为住 

在该院的长者提供 '个安宁且舒适的空 

间，还能与其他乐龄人士进行活动。

他说，-同前来参与国际老人日及 

大马祖父母日的团体或机构，分别有慈 
爱福利中心（Ti-Ratana)、双溪威老人 

院、菩提心公益慈善团和甘露厅净善福 

利中心等。
他强调，凡年龄超过65岁，贫苦无 

靠或因子女家境贫困而无能力供养的华 

裔老妇，皆可申请人住银禧老妇院：
银禧老妇院欢庆第29届国际老人日 

暨第4届大马祖父母日午宴，共筵开42 

席，吸引逾400人踊跃出席〇

出席者尚有执行委员会成员丹斯里 

拿督郑福成及拿督阿都拉马林巴金达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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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主要供水河流

須提高保護雪河意識
(八打灵再也6日讯）雪州大 

臣阿米鲁丁指出，雪兰莪河是雪州 

主要供水的河流，并提供高达60% 

的净水给巴生河流域和雪州的人 

民，所以众人必须提高保护河流的 

意识。

"他补充，尽管就雪州政府有 

意愿发展河流的河岸，但必须先解 

决河流污染和清洁问题；雪州苏丹 

殿下也希望雪州政府就造成雪州河 

流污染的有关人士，采取严厉的惩 

罚，并加强执法行动。

他今早在乌鲁音出席爱护河 

流活动时，这么指出。

阿米鲁丁说，他在去年提呈 

今年度财政预算案时，曾提及雪州 

政府已拨款2亿2335万令吉来提升 

水供设施，以确保水供不会出现供 

不应求和满足众人用水的需求。

他也说，雪州也拨款1亿3 000 

万令吉兴建第一期的拉柏汉达岗滤 
水站（Labohan Dagang )，及针对 

双溪拉骚（Sg Rasau )的滤水站发 

展工程展开详细研究。

“第二期的拉柏汉达岗滤水 

站可处理2亿公升的净水，而第 

，第二期的拉柏汉达岗滤水站则 

可为瓜冷县一带用户，提供每日4 

亿公升的净水。”

出席活动者包括士拉央市议 

会主席三苏沙里尔、副主席拿督佐 

哈里、鹅唛县酋长丹斯里巴都卡拉 

惹旺马末巴旺爹及土团党轰埠区州 

议员沙烈胡丁等人。

较早前，阿米鲁丁指出，士 
拉央市议会原定在9月22日举办爱 

护河流活动，惟因面对严重的烟霾 

而挪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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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炳錕：晤旅遊部長傳達意願

盼速落實建客家文化村

马来西亚客家文化协会直雪州分会举行2周年纪念暨筹募会所基金晚宴，赞 

助人、嘉宾及理事鸣锣剪彩。左起为陈炳锟、叶佰权、刘天球、王诗棋、林金 

财、李致行及萧志强。

(吉隆坡6日讯）马来西亚客家文化 

协会直雪州分会会长陈炳锟说，该会近 

期已会见旅游部长，传递有意争取建立 

客家文化村的意愿，并获得良好回应。

他说，该会希望尽快能完成这项目 

标，让大马客家文化有更好的平台保存 

和弘扬。
他昨晚在该会举行成立2周年纪念暨 

筹募会所基金晚宴上致词时说，大马拥 

有丰富的客家文化和资源，-旦有适当 

的平台将可以进一步推广，让更多人有 

机会接触客家精神。

他说，国内的客家文化日渐蓬勃发 

展，明年将在森州举办第二届客家文化

节，届时将推出更精彩的节目和项目。

他也吁请客家乡亲和各界鼎力支 

持该会筹募会所基金，为乡亲打造-个 

家，也将落实未来发展计划„

李致行：
唤醒客家人对族群认知
马来西亚客家文化协会总会长李 

致行说，该会成立后成功唤醒大马客家 

人对本身族群的认知，虽然只是•个起 

步，但相信在大家一起努力下，将能把 

客家文化发扬光大，永续传承。

他说，该会与国内外客属团体保持 

密切关系，分享资源，同心协力，让更

多人看到客家人的优良传统文化。

他指出，国内客家人口逾百万，在 

各个领域有卓越成就，有足够力量推展 

客家文化，丰富华人文化内涵〇

出席嘉宾有武吉免登国会议员方 

贵伦（由叶佰权代表）、雪州行政议 

员许来贤（由邱金明代表）、雪州双溪 

比力州议员刘天球、无拉港州议员王诗 

棋、新加坡武吉班让客属公会会长张家 

胜、马来西亚客家文化协会署理会长孔 
菊华、青年团团长李曜宏、直雪州分会 

顾问拿督林金财、副会长刘莲娣、余家 

名、晚宴筹委会主席萧志强及星洲日报 

企业公关及业务促进经理冯靖雯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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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全面支持。

“不用做大，小小的军 
营，雪州马华一定要站起来， 

我不要（雪州马华）给人感觉 

不在雪州，没有存在感。”

反对党的角色，如果政府的政 

策哪里做得不对，-定要第一 

时间呛声。”

他说，雪州最重要的议题 

包括年轻人买不起房屋，因为 

地税和门牌税等过高，导致房 

屋成本也高，而人民也对已经 

执政3届的雪州政府涨价的举动 

司空见惯。

“他们起价已不需要再 

(向人民）解释了，因为他们 

绝对强大，而（雪州）反对 

党的力量、实力太过单薄，所 

以给人感觉没有人去制衡和监 

督，所以我们要去扮演这样一 

个角色。”

魏家祥：民調指希盟支持军跌

馬華不會過於樂觀
u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表示，不管民

1调显示希盟政府的支持率是否大跌，或 

会否对丹绒比艾国会议席补选带来影响，马华都不 

会过于乐观或认为是理所当然。

“这个问题应该是由政府来回答，不是我们。 

因为你（希盟）是今天的政府，你应该解决眼前的 

事情。对我来说，（民调）只是一份参考，也体现 

出人民对希盟政府的不满，包括政府过去所作出的 
U转政策、曾举办反消费税集会示威。”

他今日在2019年马华雪州常年大会后在新闻发 

布会上，受询及网媒报道默迪卡民调中心展开的一 
项民调，指希盟在丹绒比艾的支持率已跌至35%的 

调查结果，发表上述谈话。

民调启示是“政府太烂了”

魏家祥较早前致词时指出，反对党在该份民意 

调查报告中得到最大的启示是：“今天的政府太烂 
了’’ 〇

他说，该份报道也反映出当今的政府毫无 

方向，过去曾走在街上告诉人民百姓必须反对消 

费税，但今天却指依民意可重新考虑落实（该政 

策），这犹如是欺骗人民的行为。

“作为一个政党必须对人民负责，不能信口 
开河。人民从过去对你的支持和期望，从原本87% 

已经下跌3成，请你不要怪反对党，这是你自作自 

受，必须消除自己的业障。”

出席者包括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副总 
会长拿督陈德钦、拿督林万锋、拿督斯里郑联科、 

总秘书拿督张盛闻、组织秘书林添顺、总财政拿督 

家祥表示，马华绝对不会 

因为别人讨厌政府而感到 

沾沾自喜，虽然这意味人民对政府 

的信心和期许的美梦开始破灭，但 

这也未必…定支持马华。.
“马华必须从现在开始重新做 

起，绝不能放弃。今天让人感觉到 
怀念当年的我们，但是这还不够，

我们要把做不好的事情改掉；若要 

做得更好，我们就必须细心地检讨 

过去。”
他说，马华经历了 70年的岁 

月，必定有党存在的价值。马华从 

过去执政党至现在转为反对党，将 

会扮演好制衡与监督的角色。

他说，身为反对党的马华并不会像从前的 

反对党，只会一味批评国家的不好，这并非马华 

作为君子党的所为。他认为，若该政策是对国家 

带来益处，朝野政党都应该支持。

指反对党声音太小

也是马华唯胜选国会议员的魏家祥说， 

他一个人在国会太寂寞，而且国会反对党的声音 

太小，必须要有更多不同政党代表加人反对党行 

列，-同制衡现今的希盟政府。

“我希望未来尤其即将来临的丹绒比艾补 

选，不要分你我，马华全党上下都会努力，把这 

个选区赢冋来。”

魏家祥说，只要党内依然有人愿意继续延 

续斗争信念，政党就会有机会东山再起。

“只要石头还在，也意味着火种不会熄 

灭，倘若本身没有坚定的信念，（党）也不能会 

万古长青。”

魏臣

霍最

P不 
|沾 

|沾
is
l喜

魏家祥：无重奪州政權大本營

盼雪馬華3個月内設會所

(吉隆坡6日讯）马华总 

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希望雪州 

马华在3个月内成立会所，作为 

雪州马华重夺雪州政权的大本 

营。
他今日出席2019年度马华 

雪兰莪州常年大会时说，虽然 
雪州马华已是雪州的3届在野 

党，但只要有不灭的信念，就 

有翻身的机会。
“我对雪州马华充满期 

待，可是雪州是最难处理的一 

个州属，不是因为政治问题， 

是因为经历三届（败选），但 

是只要大家还有志气，还是有 
希望的。”

他说，雪州马华是时候走 

向战场，而第一■步，就是要在 

雪州的任何一个地方，设立属 

于自己的会所，马华总部将给

雪州馬華常年大會
魏家祥（前 

排左十一）促请 

全体党员不要放 
弃，尽速重返战 
场。左一起为简 

民发、廖润强、 
陈运鸿、林金 
辉、王钟璇、刘 

祥义、吴亚岭、 

林祥才、陈锦传 
及马汉顺；右三 

起为王赛之、王 

晓庭、郑联科、 

陈德钦、林万 
锋、梁国伟、？长 

盛闻及黄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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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亮、妇 

女组主席拿 

督王赛之、

马青总团长 

卫晓庭、马 

华雪州联委 
会顾问拿督 

林祥才、州 

署理主席陈 

锦传、州秘 

书拿督梁国 

伟、州副主 

席拿督吴亚 
岭、拿督廖 

润强、拿督 

刘祥义、州 

组织秘书简 

民发、州副 
秘书拿督林 

金辉、州妇 

女组主席拿 

督王钟璇及 

马青雪州团 

长陈运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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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常失望，并质疑究竟 

是梳邦再也市议会缺乏监 

督，还是承包商故意不 

做。

同时，郑东和将在近 

期向市议会作出投报；他

PBS 14/4路与PBS 14/5路交界处原本设有安全 
岛，意味着从PBS 14/5路驶来的车辆，不能直接右转 

进入PBS 14/1路。（取自谷歌街景截图）

_麵
郑东和呼吁梳邦再也市议会尽快指示承包商还原 

安全岛，保障驾驶人士安全。

(沙登6日讯）马华 

蒲种区会副主席郑东和针 

对承包商为进行冷岳2滤水 

站计划输水管，而将安全 

岛改为3岔路口，威胁驾 

驶人士安全一事，呼吁梳 

邦再也市议会关注和解决 

有关问题。

上述路段位于沙登 
岭工业区第14区（Taman 

Bukit Serdang PBS 14 ),

艮 PPBS 14/4路与 PBS 14/5 

路交界处；有关路口衔接 

PBS 14/1路，并可直接通 

往武吉加里尔大道„

郑东和今日发表文告 

指出，承包商为安装输水 

管，硬将路中央的安全岛 

改为三岔路口，不仅造成 

使用该路段的驾驶人士混 

淆，也可能让他们分不清 

哪个路段才是主要或次要 

道路，在出人时无法确定 

该由哪-方向的轿车停下 

来让路。

工程已完工数月

他说，据他所知， 

PBS 14/1 路至 PBS 14/5 路 

的输水管工程在数个月前 

已经完工，但承包商至今 

还没有将危险的3岔路改 

回原有的安全岛，令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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