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ujan dan ribut 
petir di Selangor 
hingga Ahad ini

SHAH ALAM - Hujan 
dan ribut petir 
berterusan dijangka 
melanda beberapa kawa-
san di Selangor sehingga 
13 Oktober (Ahad) ini.

Berdasarkan 
kenyataan di laman 
sesawang Jabatan 
Metereologi Malaysia, 
antara kawasan yang 
dilaporkan terlibat 
adalah Gombak, 
Petaling, Hulu Langat 
dan Kuala Langat.

Manakala kawasan 
lain melibatkan Sabak 
Bernam, Klang, Hulu 
Selangor dan Kuala 
Selangor.

Kebanyakan daerah 
terbabit diramal akan 
mengalami hujan pada 
sebelah petang 
manakala pada sebelah 
pagi pula diramal cuaca 
pa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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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kawasan pulih
SHAH ALAM - Seba-
nyak 27 daripada 33 
kawasan yang terjejas 
berikutan masalah be-
kalan air berbau me-
nunjukkan pemulihan 
sehingga jam 6 petang 
kelmarin.

Ketua Jabatan Per-
hubungan Pelanggan 
dan Komunikasi Pengu-
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Ab-
dul Raof Ahmad berka-
ta, sebanyak 37 aduan 
baru diterima sehingga 
jam 6 petang kelmarin 
dan pihaknya terus me-
meriksa kolam perkhid-
matan dan mencuci 
sistem perpaipan di 
kawasan tadahan.

“Sehingga kini kami 

sudah mem buat peme-
riksaan dan pencucian 
ke atas 160 kolam-
kolam perkhidmatan.

“Aktiviti pemerik-
saan dan pencucian 
kolam serta sistem agi-
han itu masih diterus-
kan bagi memastikan 
semua kawasan terke-
san dengan kes berke-
naan pulih sepenuh-
nya,” katanya.

Enam kawasan yang 
masih terjejas adalah di 
Puchong Prima, Peta-
ling; Seri Kembangan, 
Petaling; Saujana Pu-
chong, Petaling; 
Seksyen 3, Bangi, Hulu 
Langat; Salak Tinggi, 
Sepang dan Saujana 
Putra, Kuala Langat.

Bekalan air berbau
Penduduk 

dakwa masalah 
tersebut 

mengganggu 
aktiviti harian 

ASYRAF MUHAMMAD

KUALA LANGAT

P enduduk di Bandar 
Saujana Utama melu-
ahkan kegusaran ber-

ikutan bekalan air di kawa-
Fuad menghidu air yang dikatakan berbau sejak beberapa hari lalu.

Fuad berkata, bau 
berkenaan agak kurang 
menyenangkan malah 
pihaknya juga merasa ragu-
ragu dengan kebersihan air 
tersebut.

Seorang lagi penduduk, 
Hazwan Ismail, 43, berkata, 
selain Bandar Saujana Uta-
ma, kawasan Cyberjaya dan 
Putrajaya turut dilaporkan 
berdepan masalah sama.

“Isu pencemaran air 
sewajarnya diberi perhatian 
dengan lebih serius kerana  
ia melibatkan aspek 
kesihatan penduduk di 
kawasan terlibat,” katanya.

beri perhatian
h serius kerana  
tkan asp
pendud

bat

Laporan SInar Harian 5 Oktober 2019.

Headline 27 kawasan pulih
MediaTitle Sinar Harian
Date 08 Oct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Nasional Circulation 140,000
Page No 29 Readership 420,000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125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2,650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7,950



32 pasukan berentap
Rebut juara Piala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Raja Muda Selangor

ROSHLAWATY RAIEH

S
HAH ALAM - Hanya dua pasukan 
terbaik yang akan mara ke 
perlawanan akhir bagi merebut 
gelaran juara Piala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Raja Muda Selangor, 14 
November depan.

Demikian kata Pengerusi 
Jawatankuasa Induk Kejohanan Bola 
Sepak Piala Raja Muda Selangor, Datuk 
Emran Kadir. 

Beliau berkata, perlawanan pastinya 
menjadi sengit kerana pasukan yang 
layak ke peringkat akhir adalah yang 

Penolong Kanan Kokurikulum SK Seri Selangor, Zakaria Rani (kanan) menyerahkan kembali piala 
pusingan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Raja Muda Selangor kepada Emran. SK Seri Selangor menjuarai 
kejohanan tersebut, tahun lepas.

INFO

Sekolah yang berjaya ke final:

PPD Petaling Perdana
1. SK Taman Desaminium
2. SK Bandar Anggerik
3. SK Seksyen 24
4. SK Subang Bestari 2
5. SK Puchong Perdana
6. SK Seri Selangor
7. SK Dato’ Onn Jaafar
8. SK Seksyen 20
9. SK Seksyen 1 Bandar Kinrara
10. SK Puchong Utama 2
11. SK Seksyen 27 (2)
12. SK Bukit Jelutong
13. SK Seksyen 9
14. SK Putra Height 2
15. SK Seafield 
16. SK Kg Lindungan
17. SK Hicom
18. SRAI DMYS
19. SK Setia Alam 
20. SK Seksyen 17 

PPD Petaling Utama
1. SK Sri Kelana
2. SK Lembah Subang
3. SK Taman Medan
4. SK B Sri Damansara 1
5. SK Kg Tunku
6. SK La Salle 
7. SK Damansara Damai 1
8. SK Sri Petaling
9. SK Seksyen 7 Kota Damansara
10. SK Seksyen 11 Kota Damansara
11. SK Kelana Jaya 1

Emran (depan, lima dari kanan) bersama barisan pengurus pasukan yang hadir ketika Mesyuarat 
Pengurus Pasukan Kejohanan Bola Sepak Piala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Raja Muda Selangor di 
Kumpulan Media Karangkraf.

terbaik dan memiliki 
kekuatan, kualiti 
serta pengalaman 
yang hebat.

“Bermainlah 
bersungguh-
sungguh dan 
semoga anda 
peroleh kejayaa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ditemu bual GPS 
Bestari sejurus berakhirnya Mesyuarat 
Pengurus Pasukan Kejohanan Bola 
Sepak Piala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Raja 
Muda Selangor di Kumpulan Media 
Karangkraf, 1 Oktober lalu.

Mesyuarat turut dihadiri Timbalan 
Pengerusi Karangkraf, Datuk Muhammad 
Nasir Hamzah, seramai 32 pengurus 
pasukan yang terdiri kalangan guru dan 
beberapa jawatankuasa pengelola 
kejohanan.

Sebanyak 32 pasukan bawah 12 
tahun bakal berentap bagi merebut 
gelaran juara Piala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Raja Muda Selangor.

Dimulakan dengan perlawanan 
merebut Piala Sumbangsih pada 19 
Oktober ini kemudian diikuti dengan 
perlawanan akhir 14 November depan di 
Padang SUK, di sini.  

Kejohanan Bola Sepak Piala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Raja Muda Selangor 
dianjurkan Jawatankuasa Induk 
Kejohanan Piala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Raja Muda Selangor dengan kerjasama 
Jabatan Pendidikan Negeri Selangor.

Emran berkata, pasukan yang 
menjuarai kejohanan itu bakal membawa 
pulang RM4,000 berserta piala pusingan, 
piala iringan dan medal.

EMRAN

Naib juara bakal menerima RM3,000, 
tempat ketiga RM2,000 dan tempat 
keempat RM1,000. 

Empat anugerah khas akan diberikan 
kepada pemain yang layak mengikut 
kategori iaitu anugerah Pemain Terbaik, 
Penjaring Terbanyak, Penjaga Gol 
Terbaik dan Kumpulan Sorak Terbaik.

“Penaja utama kejohanan ini iaitu 
Kumpulan Perangsang Selangor telah 
menaja sebanyak RM100,000 dan pada 
masa yang sama Kumpulan Perangsang 

TUAN AHMAD NORMI

Selangor turut menaja RM150,000 bagi 
kejohanan Piala Dato’ Mokhtar Dahari 
bawah 18 sebelum ini,” katanya.

Tambahnya, penaja turut 
menyumbangkan wang tunai sebanyak 
RM200 untuk setiap sekolah yang 
menyertai kejohanan tersebut.

“Dengan duit tersebut, dapatlah 
digunakan untuk kemudahan 
pengangkutan,” katanya.

Bagi pasukan yang layak ke peringkat 
suku akhir pula, mereka akan diberikan 
satu set jersi secara percuma yang 
bernilai RM1,000. 

“Selepas berakhirnya perlawanan ini, 
saya berharap pemain bawah 12 tahun 
ini terus bermain bola sepak apabila 

berada di sekolah 
menengah. 

“Bila berada di 
peringkat 
menengah, sertai 
lagi kejohanan 
bawah 15 tahun dan 
18 tahun. Saya 
yakin, jika pemain 
meneruskan bakat 
mereka, mereka 
mampu pergi 
dengan lebih jauh 
lagi,” katanya.

Bagi Ahli Jawatankuasa Induk 
Kejohanan, Tuan Ahmad Normi Tuan Mat 
pula, arena bola sepak punya masa 
depan yang cerah.

“Jika anda bermain bersungguh-
sungguh, anda pasti mencapai kejayaan 
yang luar biasa kelak. Percayalah,” 
katanya yang juga Penyelia Sukan PPD 
Petaling Perd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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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 of 
the draw 
Die-hard Selangor football 
fan Ishak Ahmad 
celebrated when his 
team won The Sultan 
of Selangor's Cup 
against Singapore, 
and then his joy 
doubled when he 
won the grand prize 
of a Harley-Davids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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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Y. LEE 
chenyoong@thestar.com.my 

THE Sultan of Selangor's Cup (TSSC) may 
have ended over a month ago with the 
Selangor Selection clinching two out of three 
titles against Singapore, but retiree Ishak 
Ahmad had another reason to celebrate. 

The 58-year-old from Dengkil who watched 
the matches on Aug 24 received the grand 
lucky draw prize - a Harley-Davidson 883 
Iron motorcycle sponsored by Rasniaga Sdn 
Bhd - from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Ishak, who bought his ticket with the serial 
number 00708 through a friend, was elated 
after the presentation ceremony at Uncle *K' 
SACC Mall in Shah Alam. 

He said Aug 24 was his luckiest day as he 
never imagined that he would win something 
by attending the match. 

"I had thrown the ticket stub on the ground 
thinking that there are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stadium. 

"But as the announcement over the PA sys-
tem continued, I picked up my ticket. Then 
when the final digit was read, I looked at my 
friend and asked him if I was seeing the num-
bers right," he said. 

"I have been a fan since 1986 and each time 
Selangor plays, I will try to watch," said Ishak, 
adding that he had never missed an edition of 
TSSC. 

"This is my first high-powered motorcycle 
and the winning number will also be regis-
tered as the number plate." 

The two other lucky draw prizes winners 
Siti Aishah Mohd and Muhd Shafiq Izzat 
Omar also received their prizes of a 3D/2N 
stay at Marriott Kota Kinabalu sponsored by 
Everspring Land Sdn Bhd. 

Muhd Shafiq, a Shah Alam Stadium 
employee who manned the scoreboard on the 
night of the matches for the past two editions, 
said he was happy to have been chosen as 
one of the winners. 

Siti Aishah, who was given the winning 
ticket by her sister, said it coincided with her 
fourth wedding anniversary. 

TSSC organising chairman Tan Sri Abd 

Cup of joy for loyal 
Selangor supporter 
Retiree among lucky draw winners in annual football clash 

Abd Karim (centre) 
with lucky draw 
winners Ishak (on 
motorcycle), Siti 
Aishah (second 
from right) and 
Muhd Shafiq 
(second from left) 
along with TSSC 
sponsors. 

Karim Munisar presented the prizes to the 
winners during the prize-giving ceremony. 

"We are happy to have brought this year's 
TSSC to a close with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rizes to the lucky draw winners. 

"For the second year in a row, the Honda 
City that was part of the other grand lucky 

draw prizes had no claimant and the date to 
claim is also over now. 

"The fact that the prizes went to those who 
only bought one ticket or were given their 
ticket instead of the many others who bought 
more than one ticket hoping to win the lucky 
draw, shows that luck was the main factor." 

Abd Karim said next year's edition would 
be announced after the Sultan of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makes a deci-
sion. 

'It is still too early to talk about next year, 
we will wait for the Sultan to decide on a date 
before we start with any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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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urban spaces liveable takes more thought than it has been given. The good news is local 
authorities in the Klang Valley are taking steps towards that end, but anyone with concerted effort 
can make improvements to their surroundings where they live or work. >2&3 

Transformative step: A little placemaking ef for t can transform the concrete-jungle-and-exhaust-fume-choked Medan Pasar into a green respite complete with a mini f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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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ENG YEW CHOONG 
and BRENDA CH'NG 
metro@thestar.com.my 

FIFTY-FIVE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e in cities and towns, 
and this number is growing by the 
day. 

Recognising the importance of 
cities, the UN-Habitat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designates every 
October (urbanoctober.unhabitat. 
org) as a month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centres, 
with the focus on urban sustaina-
bility. 

Last year was deemed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ver Urban 
October on record, with a total of 
61 countries and 107 cities marking 
World Habitat Day and its equally 
important counterpart, World 
Cities Day on Oct 31. 

Established in 1978, UN-Habitat 
is the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that was the upshot of the First UN 
Conference on Human Settlements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
ment held in Vancouver, Canada, 
in 1976. 

According to UN-Habitat, urbani-
sation comes with pluses and 
minuses. While it presents mani-
fold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t also 
comes with demographic, environ-
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l-
lenges.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most 
renowned architects this genera-
tion, Jahn Gehl, urban sustainabili-
ty goes hand-in-hand with a high 
degree of "walkability," "cyclabili-
ty" and good integration with pub-
lic transport rather than an envi-
ronment that revolves around the 
automobile. 

For more than 40 years, Gehl has 
helped to transform urban envi-
ron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through his extensive research on 
how people actually use — or 
potentially use — the spaces where 
they live and work. 

One of the six books he 
authored, Cities for People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alay and pub-
lished here by Universiti Malaya 
which shows that creating liveable 
cities is increasingly being taken 
seriously by Malaysian town plan-
ners, administrators and the local 
councils. 

In this book, Gehl makes the 
argument on why the creation or 
recreation of cityscapes must be 
done on a human scale so that cit-
ies can truly be human-centric, 
rather than car-centric as is the 
case in numerous countries includ-
ing Malaysia. 

The addition of a seemingly simple contraption such as swings can 
lend a simple and understated appeal to a place like Medan Pasar, 
Kuala Lumpur. 

George Town's restored Fountain Garden is now a prime attraction, proving that old can be gold. 

Placemaking may also include arts, whether installations or performanc-
es, as. part of its appeal, such as this Butoh dance by the Nyoba Kan 
group at Masjid Jamek LRT station in Kuala Lumpur as part of Arts on the 
Move, a joint initiative between Think City and Prasarana Malaysia. 

Making placemaking 
commonplace 
UN-Habitat and local NGO aim to help public 
urban spaces thrive and stay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goals 

The UN's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11 (SDG11) "to 
make cities inclusive, saf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naturally places 
sustainable urbanisation as one of 
the key priorities when it comes to 
setting global agendas for develop-
ment. 

The adoption of the new Urban 
Agenda by the UN in 2016 led many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start their journey on the path 
towards making SDG11 a reality. 

However, it is no walk in the 
park as the transformative process 
can only proceed by engaging a 
broad range of stakeholders, some 
of whom have competing interests 
or perspectives, even if on the sur-

Urban Forum in Kuala Lumpur last 
year. 

Earlier this year, Urbanice 
Malaysia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y 
Wellbeing, an outfit under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ry) 
held the Malaysia Urban Forum 
2019, also in Kuala Lumpur. 

The event also saw 11 local uni-
versities presenting their ideas and 
urban solutions for Malaysian cities 
100 years from now. 

Turning dead space into 
lived-in place 

When it comes to reclaiming 
space from motor vehicles, or just 
making a piece of dead space - such 
as Kuia Lumpur's Medan Pasar in 
recent times - alive, more urban 
planners need to be up to speed 
with this enterprise called "place-
making." 

The contemporary definition of 
placemaking: "it is a multifaceted 
approach to the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public spaces 
that capitalise on a local communi-
ty's assets, inspiration and potential, 

face everyone will agree there is a 
need to create more sustainable cit-
ies. 

According to UN-Habitat, many 
cities 'lack the capacity to enact this 
change." 

In this regard, ensuring cities 
have the capacity, capability and 
tools tQ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urbanisation is now recognised as 
one of the most pressing global 
challenge as it has so many reper-
cussions, especially in halting cli-
mate change. 

Thankfully, many initiatives have 
been put in place here to get 
Malaysia up to speed in terms of 
capacity building and knowledge 
enhancement, or just simply to raise 
awareness on the roles of cities in 
helping the country achieve its 
SGDs. 

All over the world, many cities 
are taking charge themselves in 
terms of implementing measures to 
curb climate change. One such 
example is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which is implementing some tough 
measures to curb vehicle emissions. 

In Malaysia, we can be right 
proud of hosting the 9th World 

Headline Building ciTies for people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08 Oct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1TO3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2236 cm²
Journalist MENG YEW CHOONG AdValue RM 112,529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337,587



Kampung Kerinchi residents joined hands with other placemakers to create Kebun-Kebun Kerinchi in March, out of a strip of land along Sungai Klang, and positively 
transformed the landscape (right). 

with the intention of creating public 
spaces that promote people's health,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Naturally, placemaking has been 
practised in many locations over 
the decades even though people 
may not consciously or overtly label 
it as such.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of 
placemaking implemented in vari-
ous spots in Malaysian cities. 

Prime among them are Penang's 
Armenian Park that used to be 
overrun by trinket sellers causing 
many locals to shun the place, Pulau 
Tikus and George Town's Fountain 
Garden where restor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with consider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In Kuala Lumpur, people were 
happy to find a pop-up garden set 
up at Medan Pasar, created for the 
World Urban Forum last year. 

Dreary back lanes can be easily 
brightened up — all that is needed 
are enthusiastic volunteers with 
tins of paint. 

There has been a push by organi-
sations such as Think City and 
UN-Habitat to make placemaking 
mainstream, or at least enter into 
popular conversation. 

In this regard, both organisations 
will be jointly presenting 
Placemaker Week Asean from 
Nov 4 to 8 with activities in Kuala 
Lumpur, Penang and Klang. 

It is South-East Asia's inaugural 
placemaking event, which will also 
be the occasion to launch the 
first-ever Placemaker Awards for 
the Asean region. 

.Think City managing director 
Hamdan Abdul Majeed said the 
programme was initiated to help 
cities in South-East Asia benefit 
from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usher in an era where placemaking 
would be a common word, rather 

than a niche or technical term. 
At this event, experts will guide 

participants to relook at waterfronts 
and historical streets - both of 
which will be relevant for Penang, 
Kuala Lumpur and Melaka - and 
healthy communities. 

"Urban waterfronts are central to 
the life of a community. When inte-
grated into the existing urban fab-
ric, they can be turned into thriving 
public spaces that are accessible 
and full of activity throughout the 
day and year," said Hamdan. 

"Historical streets face immense 
pressure from modern develop-
ment. But historical streets are 
invaluable as their human-scaled 
qualities offer lasting appeal. 

Properly taken care of, historical 
streets can create a strong sense of 
place, belonging and community 
besides attracting people who bring 
vibrancy and economic activity to 
the neighbourhood. 

"Placemaking is crucial for pre-
serving these vital historical public 
spaces. 

"Finally, the best public spaces 
enable and encourage healthy life-
styles and, in turn, produce healthy 
communities. 

"Public markets that provide 
fresh food and well-designed bicy-
cle lanes are just two examples of 
how public spaces can have pro-
found impact on a community's 
well-being," he added. 

Placemaker Week Asean is envis-
aged to be a regional gathering of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placemaking 
experts, activists and city makers. 

What is notable is that discus-
sions wi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South-East Asia's tropical climate. 

With ample site visits to down-
town Kuala Lumpur, Klang and 
Penang, participants will experi-
ence hands-on, practical learning 
tailored to the local cultural and cli-

A dreary back lane of Kuala Lumpur 
volunteers with just cans of paint. 

being changed for the better by 

Yasid (right) and 
Leong (holding 
shovel) planting 
a tree at the 
pocket park in 
Port Klang. Also 
present was 
Port Klang 
Authority chair-
man Ean Yong 
Hian Wah (sec-
ond from left). 

matic contexts. 
Hans Karssenberg, partner at 

Netherlands-based Stipo which is 
one of the key global placemaking 
institutes, said placemaking was not 
a field dominated by a single disci-
pline. 

"As it is multidisciplinary in 
approach, basically anyone can be a 
placemaker. 

"It is about getting in touch with 
the human in yourself. 

"Whatever you like in your home, 
bring that feeling outside and be in 
touch with other people in the com-
munity, then carry out placemaking 
together. 

"One does not need be an archi-
tect to be a placemaker," he high-
lighted. 

Building pocket parks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in taking steps towards becoming a 
low carbon city by 2027, is planning 
pocket parks for odd corners of 
Klang town. 

It is starting with two pocket 
parks in Port Klang to be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Persiaran Raja 
Muda Musa and Jalan Kem, across 
from one another. There will be 
stone benches and wall murals. 

MPK president Datuk Mohamad 
Yasid Bidin said this would be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local council was 
building a pocket park. 

"We have identified the next few 
locations but first let us see if this 
one is a success," he said after 
planting one of eight tree saplings 
to launch the park. 

"Klang is a very big town and 
this pocket park initiative may 
seem small but a little goes a long 
way. 

'To fill the whole town with 
pocket park takes time and effort 
but I am sure we will get there, one 
step at a time," he added. 

During the event, about 500 sap-
lings of five plant species were 
planted. 

Selangor Economic Planning Unit 
allocated RM7,000 for this pro-
gramme. 

Yasid hopes the public will sup-
port MPK's beautification initiative 
by helping to keep the area clean 
and doing the same in their own 
neighbourhoods. 

"This park can be a nice spot to 
hang out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I 
hope it is well utilised in the right 
way," he said. 

He warned youths against carry-
ing out unhealthy activities there. 

The pocket park is one of the 
ways MPK aims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caring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creating more green spaces. 

Also present at the event was 
Pandamaran assemblyman Tony 
Leong, who initiated the pocket 
park together with MPK. 

He hopes that by beautifying the 
landscape of Port Klang, more peo-
ple will move back there and 
return the area to what it once was. 

"Every one of us has an impor-
tant role to play in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and we all have to do 
our part to maintain public facili-
ties like this pocket park,"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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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S A ANNOUNCEMENTS 
• Shah Alam City Council's (MBSA) 
mobile unit, Shah Alam On Wheels, 
will be parked at Aeon Mall Shah 
Alam on Saturday, from 11am to 
5pm. The public can pay assessment 
tax and parking compounds, lodge 
complaints and buy parking coupons. 
• MBSA is organising the Shah Alam 
Orchid Exhibition 2019 and a flower 
market from Oct 17 to 20 at Laman 
Budaya, Taman Tasik Shah Alam. 
There will also be an orchid stamp 
exhibition, drawing and colouring 
contests for children, and flower 
arrangement as well as batik canting 
demonstrations. 
• MBSA has a line-up of activities in 
conjunction with its 19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this month. Upcoming 
events this week include Section U5 
Recycling Centre Open Day today 
and souvenirs presentation to babies 
born in Shah Alam Hospital and 
Avisena Women's and Children's 
Specialist Hospital on Oct 10. 

Headline MBSA ANNOUNCEMENTS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08 Oct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2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58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2,930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8,790



By BRENDA CH'NG 
and OH INGYEEN 
metro@thestar.com.my 

INDIAN entrepreneurs in 
Selangor will now be coached to 
succeed thanks to a development 
programme. 

The programme, Selangor 
Inthiyar Thozhil Arvalar Maiyam 
(Sitham), is a state government 
initiative. 

"This is a programme to teach 
Indian entrepreneurs how to 
grow and take their business 
further. 

"Sitham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Indian entrepreneurs to get the 
help they need for their business," 
said Selangor entrepreneur, rural, 
villag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Rodziah Ismail during briefing 
sessions at the Klang Municipal 
Council's Dewan Hamzah on the 
programme which included topics 
like licensing. 

The programme is open to 
Indians aged 18 to 53 years who 
have resided in Selangor for at 
least 10 years. 

"The response is really over-
whelming and it shows the urgent 
need for this programme," said 
Rodziah. 

Out of 300 participants who 
attended the session, about 100 
will be selected to be part of the 
four-month Sitham coaching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The state government has allo-
cated RMlmil towards this pro-
gramme with the funds shared 
among all 12 local councils in 
Selangor. 

"In every local council, 100 par-
ticipants will be selected so there 
will be a total of 1,200 partici-
pants," said Rodziah, adding that 
they are grouped in different cate-
gories such as existing entrepre-
neurs, start-ups, people who need 
coaching as well as those seeking 
equipment for their business. 

Entrepreneurs will also be 
taught how to take their business 
online. 

Meanwhile, about 100 aspiring 
entrepreneurs attended the 
Sitham programme briefing ses-
sion at the Subang Jaya Muncipal 
Council's Laman Puteri 3 hall in 
Bandar Puteri Puchong. 

Sitham chief coordinator Thiban 
Subbramaniam said the pro-

Guiding Indian community 
towards business success 
Some 100 entrepreneurs to gain from Selangor coaching programme 

Kodziah (centre),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president Datuk Mohd Yasid Bidin (on her right) and Sentosa assemblyman G.Gunaraj (on her left) at the 
Sitham briefing programme in Klang. 

gramme includes grants, business 
guidance, courses and entrepre-
neurship training. 

He said that 2014 statistics 
showed that 38.71% of the B40 
group are Indians. 

"Bumiputra and Indians are the 
target groups who will be given 
special priority by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to get them out of 
poverty," he said. 

MPSJ president Noraini Roslan 
said entrepreneurs can utilise 
facilities provided by the council, 
as long as they adhere to the con-
ditions set. 

Those interested can contact the 
council's licensing department, she 
said. 

Aside from MPSJ, briefing ses-
sions for the programme was also 
held at other councils including 
Ampang Jaya and Shah Alam. 

Thiban says the programme gives 
priority to Indians as part of efforts 
to get them out of poverty. 

iHIII 

Around 100 people attended the Sitham briefing programme in Bandar 
Puteri Puchong organised by MP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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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可脫售資產

國庫控股冀減債至350億
(吉隆坡7日讯）国库控股 

(Khazanah)正鉴定旗下资 

产，以透过恰当且可获利的脱 
售决策，在3至5年内将债务水 

平从目前的470亿令吉，降低至 

350亿至400亿令吉。

身兼国库控股董事局一员的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出席“国库控股2019年大 

趋势”论坛时指出，国库控股 

在过去10年已脱售了超过1〇〇项 
资产，总值约650亿令吉，因此 

资产脱售并非罕见。
阿兹敏阿里称，国库控股正 

鉴定可被脱售的资产。但为了 

给旗下资产创造价值，在做出 

脱售决策前，需根据市场情况 

进行战略性考量。

“我们将把脱售所得用来为 

其他资产进行再投资，因此所

脱售的资产必须为国库控股带 

来回酬，那我们最终才能够提 

高派发给政府的股息，从而协 

助减轻国家债务。”

同时，国库控股在过去一年 

中透过资产脱售和投资，成功 
将债务水平从550亿令吉，减少 

至470亿令吉，因此阿兹敏阿里 

希望未来也能尽快将债务控制 
在350亿至400亿令吉水平。

另一方面，国库控股董事经 
理拿督沙里尔里扎日前曾指 

出，机构目前的总资产值达 
1300亿令吉，过去一年内债务 

减少约100亿令吉，因此净资产 

和资产负债表仍然保持强劲。
沙里尔里扎今日受访时称， 

计划在3至5年内将国库控股的 

债务减少至350亿令吉。

(PLUS)后，沙里尔里扎再指出，该 

公司是国库控股的策略性资产，因此 

无意让它落在私人企业手中。
沙里尔里扎称，囯库控股确实接获 

许多收购献议，且大部分都来自私人 

企业，希望以便宜的价格收购南北大 

道公司，甚至要求政府做担保。

“难以想像让南北大道公司落在私 

人企业的手中。我认为，若私人企业 

在政府的担保下拥有这样的策略性 

资产，这其中存在著严重的道德风 

险〇 ”

同时，沙里尔里扎认为，南北大道 

公司应该继续掌握在人民手中，因此 

国库控股正与政府协商，讨论可助达 

成政府目标的方案。
事实上，沙里尔里扎日前接受第3 

电视访问时已强调，不会将南北大道 

公司售予任何一方，并已回绝了所有 

来自本地或外国私人机构的收购献 

议。

'k说，国库控股作为政府的投资机 

构，必须避免将诸如南北大道之类的

战略资产，脱售给可能不考虑人民利益，只对牟 

取私利感兴趣的政党或私人企业。

::編¥

政府看重貧困 

貧富懸殊問題

■阿茲敏阿里（左起）和沙里尔里扎，冀可减低 
国库控股债务至介于350亿至400亿令吉。

+促进我国高附加值经 

济活动的发展，政 
府曰前提出“2030年共享 

繁荣愿景”以进一步提高 

经济复杂性。阿兹敏阿里 

说，政府关注的不再仅是 

国内生产总值的増长，而 

是贫困问题和日益严重的 

贫富悬殊情况。
阿兹敏阿里致开幕词时 

指出，“2030年共享繁荣 

愿景”将人民的繁荣和福 

祉置于国家发展政策的最 

前沿，确保所有国人平分 

经济发展的成果。

同时，政府也致力于建 

立更具包容性、可照顾所 

有人民福祉的经济増长模 

式。要达到这些目标， 

政府则必须发展和改善经

济，为现有领域能够顺应 

科技发展而做好准备，并 

重新审查供应链，以避免 

大型企业通过垄断来获取 

全部利益。

“我们有追求高増长领 

域的野心，但依旧不可忘 

了为人力配备必要的知 

识，通过建立人才库来支 

持这些愿景。”

另外，他说，我国目 
前只有27%的工作岗位属 

高技能、60%为中等技能 

(semi-skilled)，其余 

13%是低技能岗位，而后 

者将抑制我国平均薪资水 

平。

° 因此，我国目前所面临 

的挑战是改善工资増长， 

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日前强调 
不脱售南 

北大道有限公司
不售南北大道予私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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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明

Q A Q A年全国财政预算案和雪州财政预 
算案即将出炉，每一年，无论是 

全国或雪州预算案，对M40群体而言.，其实没 

什么惊喜，反而害怕迎来的是惊吓。
中央政府和州政府关注B 4 0群体的生活素 

质，拟定许多大大小小的惠民政策，希望帮助 
他们改善生活，但是能否也关心一下M40?

以雪州的20立方米免费水政策为例子，从民 

联到希盟执政雪州，这是最惠及全雪州人民的 

政策，受惠者无分贫困富有，一视同仁。
去年，雪州政府宣布2019年财政预算案时， 

宣布把受惠者缩小至B40群体，日前雪州大臣 

也宣布，明年3月起家庭收入超过4000令吉将 

无法享有免费水。

不过，大臣又补充，成员众多的家庭仍有机会享有免 

费水计划，由于大臣没有深入说明成员众多的定义，故 

大家都无法理解大臣的表达是什么。

雪州一直自认是发展蓬勃的先进州，尤其在巴生谷一 

带，屋价、物价水准远比城乡地区高，在这里生活的 
M40群体真的不需要政府的关注吗？

要符合低于4000令吉家庭收入的门槛才能享有免费 

水，相信大部分在居住巴生谷的家庭都无法符合资格。

如果政府是真正要照顾全民，请关注各阶层面对的问 

题，别在惠民政策上设下苛刻的条件，否则再多的惠民 

政策也只是纸上谈兵，对人民毫无意义。

請
關
注
各
階
層
群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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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流H鯽鋼
■流浪狗在大路旁 

到处游荡，甚至狂 

奔越过马路，驾驶 

人士随时不及闪避 

引发车祸。

民衆促人性化處理 ■蒲种柏兰岭民众礼堂附近草场是流浪狗出没地点， 

狗只到处排泄散发浓烈异味。

(蒲种7日讯）梳邦再也市议 

会捉狗队日前粗暴捕抓流浪狗， 

一名男子试图阻止反遭队员制 

压，相关摄录片段在面子书群组 

公开引发网民鞭笞，民众认为， 

捉狗队处理社区流浪狗问题是在 

狎只到处排)世散友浓烈异味。

* V *r

攝影

男子圖阻抓跑起爱執

执行任务，惟反对不人道且粗暴 

形式展开抓狗行动。

这宗事故日前发生在蒲种柏兰岭 
(Puchong Perdana)地区，梳邦再也 

市议会捉狗队被华裔男女指责粗暴捕 

抓流浪狗，双方发生口角，男子试图 

阻止抓狗反遭受队员制压，女子只能 

哭著目送狗只被抓上货车笼子载走。

狗只到處排泄

《中国报》记者对此巡访蒲种柏兰 
岭商业区的民众，他们不反对捕抓流 

浪狗，但也必须采取人性化手法处 

理，须人道方式展开捕抓，不宜对狗 

只过于粗暴。

民众说，蒲种柏兰岭民众礼堂附近 

草场及一些地点，都是流浪狗出没的 

地点，狗只到处排泄散发浓烈异味， 

还有小孩骑脚车被流浪狗追逐，十分 

危险。

“涉事男女与捉狗队队员发生争 

执，相信是沟通不当所致，捉狗队员 

必须采取人道且人性化方式处理流浪 

狗。”

有人认为，视频中捉狗队强硬捉走 

该狗只，根本不理会女子的苦苦哀 

求，彷佛是为了捉狗“交差”，事实 

上这些流浪狗根本没有犯到他们。

動處天便最討厭’ =些店主有餵狗
♦梁国贤 ♦黄冠菲

赞成捉狗，蒲种柏_岭 

草场最多流浪狗游荡， 

市议会怎样捉都捉不完。

爱狗人士若有心养狗，就 

不应该弃养它们任由游荡繁 

歹直〇

流浪狗到处乱大便最 

讨厌，有时候车轮辗 

过路上的狗屎，驶入 

庭院要大清理一番。

狗队员强硬手 

段捕狗，毫 

不理会女子为狗求 

情，事实上该狗只根 

本没有犯到他们。 

我住在莎阿南，商 

业区一些店主都 

有喂食流浪狗， 

没有被市政厅抓 

走。

疑雙方溝通不當
♦陈奕明

jfH频中捉狗队与护狗民 
众发生争执，相信是 

双方沟通不当所致。

流浪狗在社区游 

荡，万一咬伤孩子怎 

么办？我朋友也赞成 

市议会捕抓流浪狗， 

这些狗有些还是主人 

弃养的。

队员要捕抓流浪狗，要采取人道一点 

的方法，避免过于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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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的财政预算案惊喜相信不 

大，都会维持现有的福利政策。” 

消息也说，基于许多福利政策的 
受惠对象都注重于B40的低收入群 

体，雪州政府也必须考虑到M 4 0中 

等群体，为中等群体提供适合的政

M〇
询及在T月的第2次雪州议会后爆 

发的雪州改教修正法案，消息说， 

相信来临的雪州议会不会有此动 

议。

州政府調整數惠民計劃
fcm 美

吉 隆坡7日訊）雪州 

2020年财政预算案惊喜不 

大？

雪州政府将于11月1曰召开为 
期两周的雪州第14届第2季第3次 

会议，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也会在 
会议首日提呈2020年的财政预算 

案。

'雪州政府每年提呈的财政预算 

案都备受瞩

目，

尤其中央改朝换代后，雪州政 

府也就多项关爱人民计划做 

出调整，包括雪州青年结婚 
津贝占（Insentif Perkhawinan 

Belia)已暂时取消，雪州乐龄 

亲善基金（SMUE)也调整，原本 

发放2500令吉抚恤金给家属改为 

让登记为会员者每年生日月份领 

取1〇〇令吉购物券。

注重教育水供問題

在来临的雪州财政预算案，虽 

目前还不知是否再有福利计划进 

行调整，不过其中免费水计划肯 
定会重整，仅让家庭收入4000令 

昔以下的群体受惠，并会在明年 
的3月1曰正式落实。

据《中国报》记者探析，明 

年度财政预算案也会更注重 

于教育和水供问题，其中 

雪州政府也会宣布为举报 

河流污染的民众给予奖励

金、拨款维修水管等。

消息说，雪州政府会调 

整数项惠民计划，除了因 

部分计划会和中央政府提 

供的有所冲突，也因雪州 

的土地已逐步减少，也会影 

响每年收入，所以雪州政府 

不能一味的派钱，而是确保福 

利计划是有实际性和有效协助有 

需要的人士，因此必须进行调整而 

非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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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理新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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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小贩仍在搬迁与新摊位“人伙”，且遇上 
每周一巴刹休息日，仅仅少于30%的摊位及摊 

位营业。

▲

■小贩于星期一（7日） 

正式迁人新巴刹营业。

廖延濠_} fcm李志強

(士拉央7日訊）士拉央各鲁新巴刹今日正式 

迁入新巴刹营业，许多小贩仍在搬迁与新摊位 

“入伙”，且遇上每周一的巴刹休息日，仅仅 

少于30%的摊位营业。

小贩们本定于本月1日搬迁，后来却挪移至5日，惟 
本月5和6日适逢周末，小贩纷纷因周末是巴刹人潮最 

多和集中的日子，因此希望在原址度过，定于今曰（7 

曰）迁入新巴剎营业。

《中国报》记者巡访小畈迁入新巴刹的首日情况， 

碰上巴刹休息日，许多小贩趁著今天进行搬迁及打点 
摊位，开档营业者大约只有307。，有一部分民众来巴刹 

买菜，顺道参观新巴刹。

升降機沒操作

据观察，新巴刹一些地面出现积水成滩的情况，升 

降机尚未安设完毕而无法投入运作，有小贩申诉因升 

降机没操作，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上下楼搬运货物。

小贩们对新巴刹环境表示尚可接受，不过批评摊位 

分配不当，及店面面积过小，造成营业不便。

小贩说，大部分熟客都知道他们迁来新环境，且旧 

巴刹距离这里不远，相信他们会继续前来这里光顾。

众小贩尚在适应新巴刹环境，愿意保持试试看的心 

态，有信心在接下来的曰子，新巴刹会恢复旧巴刹的 

光景与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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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机尚未安设完毕而无法 
投人运作，小贩申诉没能力上 

下楼搬运货物。

m ■
m

#

—I升降机无法使用， 
老人家与民众需要吃力 

的走楼梯。

+衣小贩被安 
排在洋灰水 

泥台摊位营业，处 

于巴刹角落的猪肉摊 

位设备不足，引起一部 

分小贩不满。

新巴刹营业首日，猪肉档 

并没有营业，据其中一个女

被安排在洋灰水 

泥台摊位营业，根 

本就不适合卖衣。

“当初小贩抽签 

后，根本不知道自己安 

排在哪一个位置的摊位，

上周五前来新巴刹巡看，才 

知道自己被安排在水泥台摊

小販不滿攤位安排

W ■4

v 儀 \

档主洪珠指出，摊位挂猪肉的 
铁架必须向市议会申请，因 

此他们未能在是首日就开 

档做生意。

卖衣小贩里李海云指 

出，当初通过抽签决 

定摊位位置，没想 

到他们卖衣小贩

位做生意。”

他说，新巴刹升降机也没 

有操作，叫他们一众小贩 

如何上下楼拿货卸货？ 

他希望短期内能申请 

到入驻店面营业，

否则根本无法做生

思。

咖 HALAL

■李海云指卖衣小贩被安排在洋灰水泥台摊位营业， 
根本就不适合卖衣。

斩巴剎冷清咸擔心

A

我)

■新巴刹一些地面出现积水成滩的情况。

♦刘美凤（干货酱料小贩）
.周四从巴刹管理层领到钥匙，今曰首日在新巴刹营 

(业，相当冷清，我多少都感到担心。
我在旧巴刹的位置，比现在新巴刹的店面大上4倍，当初我 

要求租用2间店面，不获批准。

目前尚是新巴刹营业试跑阶段，店面的租金抵押待3个 

月后才交付，如果届时小贩做不下生意，须交出店面结 

束营业。

看看人潮會否歸來
♦阿萍（卖衣小贩）
g—本来就是巴刹休息日，且看接下来的周六及周 

/口」日，巴刹人潮是否会集中而来。

其他小贩尚在准备搬迁工作，我星期一才从旧巴刹搬 

来，试著看营业吧。

以前在旧巴刹我是路边摆摊，比较容易接触人群，而现 

在我在巴刹楼上营业，民众没买东西就不上楼，无形中少 

了客源。

小販春人需時逋應
♦叶潮文（卖鸡小贩）

:巴刹新环境，小贩与客人都要时 

间来适应，不过这里的环境确实 

很好。

新巴刹首日，很多小贩尚未及时迁来 1

这里营业，相信要经历一段时间，熟客 

才会慢慢转移来这里。

比較乾淨卻有水5難
♦颜永祥（卖鱼小贩）

巴刹环境好，比旧巴刹干净整洁，只是首日就出现水滩。 

星期日收档后就迁来新巴刹，熟客都知道我已迁来这 

里，逢今天星期一巴刹休息，很多小贩都没有开档。

搬遷首曰營業攤位不到30

没
有
营
业
。

足

，
在
新
巴
刹
营
业
首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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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开始龟裂。

〜遭人倒混凝土

圍牆傾M
(加影7曰讯）疑隔壁住宅区 

一间住家围墙后面遭人倒混凝 
土，双溪龙Ascara Residence 

住宅区一道围墙疑无法承受压 

力，导致围墙倾斜，居民担心 

围墙会倒。

■市议会官员爬上围墙了解围墙后的状况。

出现倾斜的围墙位于该住宅区 
SL14/2路的尽头，根据目测，有 

关围墙的倾斜度已有10度，由 
¥围墙高约5尺半，居民平曰也 

把车泊在围墙边，担心有一天 

围墙倒下，压及车辆或居民。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今早与市 

议会建筑物控制组官员到场巡 

视情况。

他指有关围墙由发展商 

建设，出现裂痕和倾斜的范围 

约100尺长。

與屋主交涉無下文

他说，根据官员爬上围墙检

达左 
^起 
左是 
2依 

祖 
与丁 
官、 
员万 
到振 
现明 
场和 
了罗 
解金

查，隔壁住宅区即陈明英达花 

园一间住家的后部围墙，与 
Ascara Residence的围墙仅隔 1 

尺，而在这1尺距离的缝里，被 

人倒混凝土，相信是混凝土的 

压力，导致围墙倾斜。
“5年前该房屋进行装修时， 

曾有居民目睹有人倒混凝土， 

居民在1年前与该屋主交涉，但 

没有下文。”

'他说，市议会现在会调查倒 

混凝土的目的、围墙倾斜的原 

因以及谁该为此事负责，待调 

查完毕，市议会将采取后续行 

动，包括检查有关房屋在装修 

时是否有向市议会提呈图测。

“若没提f图测，市议会可 
发出给屋主，最咼是2 
万5000令吉；市议会也会要求倒 

混凝土的一方，负责清掉。
另一方面，Ascara Residence 

居协主席万振明说，围墙的裂 

痕越来越严重，居民担心倒 

下，因此要求市议会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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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喂汤圆给老师家长r可谓吃在嘴 

里甜在心里。

蔡志雄鼓勵畢業生

自我充實廻_

■课外运动杰出者展现自信和胜利，后排左起为张玨恩、谢乔 

慧、李施乐、戴妤恬、谢秀妮、吴佩琳、郑安颐和汤雅妮；蹲 
者左起谢伟健、张长熙、戴积禧、汤立勇和汤立恒。

(双溪比力7日讯） 
双溪比力国中学华裔子 
弟福利会颁发最佳学 
术、课外运动表现奖励 
及派发清寒子弟礼卷， 
共有69位华裔同学分享 

这项殊荣。
雪邦市议会员蔡志雄 

致开幕词指出，毕业代 
表毕业生向另一学习路 
程前进，也是另一个严 
峻挑战的开始。

“在学校，同学们就 
如温室的娇花，希望同 
学毕业后有所准备，在 
投入五花八门的社会时 
应付自如，不论是求学 
或工作，良好的学习可 
谓事半功倍，不论是升

学或工作；都要多多学 
习，充实自己，接受挑 
战。”

双溪比力国中华裔子 
弟福利会主席汤雅妮为 
烟霾因素展延后重启颁 
奖典礼，深感激动。

她指出，自2014年第 

一年办叙别会，便和当 
届中四和中五生约定， 
每年尽力主办毕业生叙 
别会，更感谢学生以及 
各造的努力，成就每年 
的叙别会。

她感谢社会人士捐 
赠，使华裔子弟福利社 
有经费推行多项活动。

“颁奖礼除了奖励本 
校华裔子弟在运动场上

■嘉宾和毕业生留下美丽的全家福，前排左起蔡志雄、黄 

胜财、余东发、林明发和汤雅妮。

和学术方面的杰出表现.也 
要表扬华裔老师在教学各方 
面的卓越表现，我们已向校 
方争取一间课室作为华裔子 
弟福利社活动中心，希望各 
社团热心人士协助増添中心 
设备，让福利社更好的发挥 
与推动华文学会的角色。”

出席者有双溪比力村长余 
东发、前家协主席黄胜财、 
双溪比力华校校友会主席陈 
蕾霞、双溪比力佛教会主席 
林明发、画家吕文保、双溪 
比力国中家协主席关丽玲、 
理事谢秀妮和姚明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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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种现象很失望。”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马哈迪 

回答完毕后，媒体则问坐在马 

哈迪身旁的安华对政治委任有 

何看法，安华则回应说，在政

必要時會啓動政治委任 治委任这课题上，他和马哈迪 

持相同的看法。

听到安华这回答后，马哈迪 

就打趣地摆出要“打架”的姿 

势，然后反问记者是不是要看 

到他和安华“打架”。

&哈迪说，虽然政治委任 

3常遭受非议，但政府仍 

会在必要时，通过政治委任给 

那些没有官职，但又辛勤工作 

的领袖一个职位。

他说，如果一些没有贡献的 

人最后却拿到高职的话，那么

“懇求I統征丹緘比艾”
丹絨比艾國窗

嚕“馬哈迪
希盟才有機會勝

提名:2/11 投票:16/11

议后，这么指出。

出席记者会的包括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 

兹莎、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署理主 

席兼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土團黨上陣

(布城7日訊）首相兼希盟主席敦行动党主席陈国伟和诚信党生席兼国防部 

马哈迪指出，希盟决定在丹绒比艾长莫哈末沙布。

囯席补选，委派土团党代表上阵，

并且希望反对党派巫统代表上阵，

那么希盟就可以赢得补选。 询及为何巫统派人上阵丹绒比艾补选，、

“我们要赢，仰赖反对党，恳求他们让■公为获^合迪指出，这 

巫统上阵，臟湖才会赢。”

马哈迪今晚主持希盟最高中央理事会会卜汔定由土团兄上阵，但仍
未决疋丨|矢选人人选。

首相署副部长（国家团结及社会和 

谐）兼土团党丹绒比艾区国会议员拿督 
威拉法力拉菲，于9月21日心脏病发逝 

世，使丹绒比艾成为509大选后的第9场 

补选。
选举委员会择定n月2日（周六）为丹 

绒比艾补选提名日，11月ie日（周六） 

为投票日，竞选期共w天。

另一方面，马哈迪说，希盟会议也讨 
论2020年财政预算案，大家都发表意 

见，也有不同看法。

他透露，将于本周五提呈国会的财政 

预算案，将作出一些修改。

■马哈迪（坐者左5)主持希盟最高中央理事会会议后，向媒体发表谈话；左起为马祖基、沙拉胡丁阿育、陈国伟、安华、 

旺阿茲莎、莫哈末沙布和阿茲敏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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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专员署吸引大量孟加拉外劳来到安邦镇大街，以致大街交 
通非常繁t亡。1

♦叶明发（中医师） 没有製造騷亂
+加拉专员署在2017年12月迁到安邦镇大街，孟加拉外 

JH1劳虽然没有制造骚乱，但是数最太多仍会令本地人 

不安。

之前数次听闻搬迁，这次的传闻不知是真是假。

他们偶尔也会进来我的店买矿泉水，我们都会礼 

貌打招呼，互相尊重。

環境衛^糟糕 >刘小姐（茶档小贩）

吱意硖了一半
♦李定国（茶室业者）

+加拉外劳聚集在街头真的很影响做 
mi生意，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有集会。

他们不会闹事，只是跟同乡偶尔发生争 

执，之前我有听闻搬迁的消息，但是不知真 

伪。

自从专员署搬到安邦镇大街，大街的交通拥堵、 
没有泊车位，我的生意在这一年多来下降了 30%至507。。

在网络上看到搬迁的消息，希望专员署 

M赶快搬迁到更合适的地点。

大量孟加拉外劳在大街出没造成的主 

要问题是卫生，乱丢垃圾和吐痰令 

环境卫生很糟糕。

另外，他们喜欢站在路 

边，看到车子也不会躲 

开，有时直接堵在巷

口，车子也很难 辛
转入巷子。

人太多感禾凌
♦邱观兴（药材店店员）

到大街上那么多孟加拉外劳，尤其是周一 

至周四，本地人难免会产生不安的感觉。 

孟加拉外劳没有闹事，只是人数太多，偶尔也 

会进来买矿泉水。

这家药材店营业°4〇年，这一年多生意明显下滑至少

50%。

帖，表示从安邦市议员的非正 

式消息中，得悉上述孟加拉专 

员署会搬迁，引来了网民热烈 

i寸i仑。

许°多留言都表示希望消息是 

真的，大使馆搬迁后能够舒缓 

当地交通阻塞问题。

《中国报》针对此事，向市 

议员何金福查证，不过后者则 

表示无法确定此消息真伪。
他说，孟加拉专员署约201T 

年搬迁到大街，主要是办理证 

件等服务，基于前往的人数太 

多，导致公众投诉阻塞。

“目前我无法确定这消息真 

伪。”

■安邦镇大街靠近可以看到许多孟加拉外劳踪影。

I張智玟

安邦7日訊）长期聚集街头、蹲坐在路 

边、乱丟垃圾和吐痰，孟加拉外劳种种行为令本地人对 

安邦镇大街却步，部分商家直言生意下滑30%至50%，如今传出孟加 

拉专员署将搬迁消息，商民皆盼望不是“狼来了”的消息。

孟加拉专员署目前位于安邦镇（Pekan 

Ampang)大街，周一至周四都会吸引大量 

孟加拉外劳聚集在街头，即使他们没有惹 

是生非，亦令到周遭商民感到不安，

据悉，这并非孟加拉专员署第一次遭投 
诉，g加拉专员署在2017年1月，于文良 

港彭予路（Jalan Pahang)的Hrih Lotus 

大厦启用，恰好在文良港中华小学隔壁， 

也遭投诉引发交通、安全、噪音及卫生等 

各种问题。
在同年12月，孟加拉专员署搬迁到安邦 

镇大街，附近商民坦言这1年多以来，面 

对负面影响，其中最显著就是本地顾客减 
少、。

^ °《中国报》记者今早走访安邦镇大街，

看到周遭站满孟加拉外 

劳，人潮彷佛在办集会般热 

闹。

外勞開店當老板

同时，大街也有数家靠近大使馆的 

店铺看似专做孟加拉外劳生意，有出售 

食物和衣物，里面顾客全是孟加拉外 

劳。

^•些孟加拉外劳坐在五脚基路肩 

上，有些数个人围起来谈话，他 

们虽然成群结队聚集在路边，

但是没有吵闹喧哗，也没有 

滋扰路过的人。 ,I.

UAH

/

&访商民指出，工作日都有许多孟加拉外劳到孟加拉专员署办理事 

"^务，故街头满是孟加拉外劳，周末的街头画面明显不同。

他们说，本地人看到数量庞大的孟加拉外劳聚集，不知情的人 

还会误会是有集会，令他们对大街却步。

部分受访者更指，面对经济不景气，加上孟加拉外劳聚 
集街头的冲击，这一年多的生意明显下滑，至少30%至 

5〇%〇

另一个懊恼的现像是，这些孟加拉外劳看

H到车子也不会闪开，有些直接堵在巷口，
影响交通流畅，以致大街的交通相当拥 

堵。”

孟加拉专员署数次传出搬迁 

的谣言，最新一次的搬迁消 

息是在网络上看到，大 

部分受访者都希望 

大使馆能搬迁到 

更合适的位

i周一 

至周四， 

大量孟加拉 

外劳会到孟 

加拉专员署办 

理事务。

Ampar.o. Kuaia

〇〇* 445

Commiini

；37 m〇f* c〇min#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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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
月
内
搬
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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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7日讯）民政党 

署理主席胡栋强指出，

“马来人尊严大会”顺利 

召开，同时达成多项议 
决，包括6年内分阶段废 

除华小及淡小，华社不得 

不防，因为，这是一场马 

来朝野政党领袖踊跃出席 

的大会，这些议案随时会 

成为国家政策。

他今日发文告说，首相 

敦马哈迪、经济事务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以及 

多位希盟政府要员，皆出 

席大会，其他出席嘉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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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慕沙等，华社无法不担心。

胡栋强也是民政党槟州主席。他 
说，行动党拥有42个国会议席、6 

位部长和7位副部长，必须发挥他 

们的力量，全力为华教护航，同时 

必须清楚表态反对单元教育政策，

議
案
隨
時
成
政
策

胡
棟
強

火
前
須
為
華
m

護
航

而不是保持静静，因为一 

味静静，等同出卖华社和 
华教。

“°千万不要小看这场马 

来人尊严大会，他们一共 

通过多项议案，包括废除 

多源流学校。不要忘记， 

首相马哈迪和其他希盟领 

袖并未阻止或反对这些议 

案，也就是说他们也支持 

这些议案的通过。”

不把民行放在眼裡

胡栋强说，大会另一个 

议案则要求首相、副首 

相、州务大臣与重要部长 

职，都由穆斯林担任，尤 

其是财政部长、教育部 

长、国防部长和内政部 

长，针对这项议案，行动 

党敢不敢在马哈迪面前反 
对？

他说，行动党多年来都 

宣称是多元种族政党，重 

要部长职应是能者居之， 

随著马哈迪堂而皇之出席“马来人 

尊严大会”，还与所有出席者一起 

通过这些议案，完全不把行动党放 

在眼里。

“请问行动党，有准备为华裔请 
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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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T日讯）公正党主 

席拿督斯里安华认为，比起 

各族尊严的问题，政府应更 

关注国内治理、贪污和收入
笔禅马面

'“身°为穆斯林，我秉持 

伊斯兰教义，但和平更重
要。，，

1 旬及政府会否考虑马来人 

尊严大会提出的诉求时，安 

华指任何人都有权利提出意 

见，但政府首要考量的课题 

应该是涉及国家的课题。

安华今日在国会走廊受访 

问时，这么说。

他指出，没有出席马来人 

尊严大会的原因，是太迟收 

到邀请，收到通知时他人 

在波德申，因此仅派代表出 

席〇
1旬及希盟支持率下降35°。事 

宜，会否成为希盟的危机，

安華：相比種族尊嚴

國家大事
安华回应不会，希盟会正面 

看待此事，也会更加努力。

另一方面，经济事务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指出， 
尽管希盟支持率跌至357。，但 

他认为人民还是会继续支持 

希盟政府。

他说，这只是一项民调， 

并认为应把民调视为一个课 

题指南，和人民在特定课题 

上的情绪反馈。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成 

功做到主要的体制改革，国 

家经济也在复苏的正确轨 

道上，投资者恢复信心逐步

继续回马投资，我国未来 

数年的经济成长也非常有保 
证。”

询及有关数据会否影响来 

临丹绒比艾国席补选的成 

绩，阿兹敏阿里认为，这是 

另一课题，是涉及丹绒比艾 
的当地课题。

另外，国会反对党领袖拿 

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受询时 

说，既然民调显示希盟支持 
率下跌至357。，那么就应相信 

有关民调结果。

“这很好，我还以为他们 
的支持率低过35°。。”

Page 1 of 1

08 Oct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A7
Printed Size: 22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359.00 • Item ID: MY003749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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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源流學校是全民資產

騸家禅:

■魏家祥

(吉隆坡7日讯）马华总会长拿督斯 

里魏家祥指出，马来人尊严大会提呈关 

闭多源流学校议案，马华绝不妥协！

他指出，多源流学校从建国至今已经存 

在，是全民资产，不应该轻易说关闭就关 

闭。

他指出，首相敦马哈迪是一国之首，说的 

话就是政策，人民现在是想要知道政府的立 

场，希望政府可以交代。

魏家祥今曰在国会走廊接受访问时说，这 

项活动由大学策划，教育部长和教育副部长 

至今还是“静静”，让人失望。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非常紧急，希望行 

动党拿出政治勇气反对。”

他续说，当初希盟指会制衡马哈迪，但马 

哈迪现在依然“一言堂”，希盟没有人敢反 

对。

他指出，若这件事发生在国阵时代，马华 

一定会第一时间反对，可惜现在马华不再是

执政党，否则能到内阁也会说同一番话。

此外，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指出，有关“马来人尊严大会”挑起关闭多 

元流学校课题，纯粹是该大会提呈的其中 

一项议案，媒体不应单独挑起和报导有关课 

题。

先探討課題再做決定

他指出，应先让政府研究有关建议书和涉 

及团体提出的上述议题后，再针对此做出回 

应。

阿兹敏阿里说，一如首相所言，“马来人 

尊严大会”提出的议题是马来人的一个情绪 

反应与感受。

“作为一个关心人民的政府，我们聆听所 

有人民的心声，首相和内阁部长也一直与人 

民和团体展开对话，但是在昨晚，马来人的 

感受透过这些议题被揭示。”

他指出，政府会聆听和研究其中提出的课 

题，或许政府会针对部分议题做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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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次經濟行動理事會會議

制定可持續財政政策
会议也关注国内工业发展及推 

行新措施，国家需要加强工业 
领域。”

文告说，会议也讨论教育部 
旗下免费营养早餐计划（PSP) 

的筹资问题。

4 0

“根据教育部进行的试验研 

究结果显示，这项结果令人鼓 

舞，其中包括提升了学生出席 

率、帮助培荞学生更有精力、 

为学生提供了发展社交和互动 

技巧、灌输良好价值观和养成

良好饮食习惯的机会。

它说，政府一道关注人民的 

和谐，因而把成功与平等的要 
素，纳入“2030年共享繁荣愿 

景”，以规划未来。
出席会议的部长包括财政部 

长林冠英、经济事务部长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国内贸易及 

消费人事务部拿督斯里赛夫丁 

纳苏迪安、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长达勒雷京及企业发展部长拿 

督斯里莫哈末里袓安。

■马哈迪（右4)主持第6次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右起为达勒雷京、賽夫丁纳苏迪安、林冠 

英、阿茲敏及莫哈末里祖安。------------------------------------------------------------------------------

(吉隆坡7日讯）首相敦马哈 
迪医生今日主持第6次经济行动 

理事会（EAC)会议，讨论政府 

正在不影响国库下，努力促进 

经济増长。

经济事务部的经济行动理事 

会秘书处发表文告指出，该理 

事会听取世界银行集团（吉隆 

坡）关于需要制定可持续财 

政政策，以促进经济増长的建 

议。

°文告指出，财政政策是实现 

包容性増长的重要工具；会议 

也讨论涉及税收政策的渐进情 

况，以确保可生产出刺激投资 

活动的最佳收入和激励政策。

它说，配合政府为刺激经济 

増长而作出的努力，该理事会 

也讨论重新审核有关制造业中 
的外国员工就业的条件。

“国家将确保国人优先获得 
就业机会，以迎合政府要减少 

依赖外国员工的策略，特别是 

那些具潜能要加强使用高科技 

和自动化技术的行业；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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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山：以學生人數騷驗學题
^■二^动党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说，雪州政府 

1」制度化拨款给华校，中央政府也通过公 
益金拨款给华小，在瓜冷县，仁嘉隆华小、 
万津中华小学，各5万令吉，启化小学3万令

也指出，有关拨款是以学生人数为准则， 
如果学校有进行大计划，可以提呈申请。 

他说，针对仁嘉隆对面芭电池工厂，进行

商业活动，由于属于重工业，造成对环境污 
染，雪州政决定关闭，必须搬迁去瓜冷重工 
业区，包括马哥打重工业区、昔江岗自由工 
业区等，这里很多外资开设工厂。

他说，由于瓜冷县位于雪邦机场与巴生港 
口之间，瓜冷的投资额目前超越巴生县，他 
呼吁居民抓紧时机，参与经济活动。他宣布 
拨款2000令吉给雪陈氏宗亲会。

巴

■9个属会赠送牌匾绐陈进发，庆贺他荣任大马陈氏总会总会长，左3起为陈泗名、陈汉杈、陈金山、陈际春、 

陈诗荣、陈振福、陈进发、陈冯金英、陈新丁、陈文国、陈金洁、陈安业、陈国赐及陈福源。

生港务局主席欧阳捍华指出，政府 
鼓励华商企业、中小企业转型，今年 

政府将拨出2.1亿令吉，协助我国500家企 
业转型，自动化措施，转型者可以得到50 
万拨款，呼吁有兴趣者，可以通过马来西 
亚生产力中心网站申请。

他说，财政部今年拨款3000万令吉给华 
商小贩微型贷款，5000万令吉给华商中小

型企业贷款，通过国民储蓄银行申请。
他指出，瓜冷及巴生县，为工业重镇， 

巴生港口未来10年，在加厘岛建立第三港 
口，今年巴生港口首三个月的吞吐量，比 
去年増加3%是正面指标，今年首6个月国 
民生产总值为6°。，与区域经济比较，我 
国经济成长稳健。欧阳捍华宣布拨款2000 
令吉给雪陈氏宗亲会。

歐陽捍華吁華企商_簡讓藝匪

¥雪兰莪陈氏宗亲会，赞助人联合鸣锣剪彩仪式，第1排左起为陈进祥、陈进发伉俪、陈声评、陈清华、欧阳捍华、张海兴、刘永山及陈际春伉 

俪C
濱海新聞專線 
03-33435977

缺_認瞒购

隱清華：續為宗親謀福利
iq：幕人陈清华呼吁雪陈氏宗亲会再接再 
7T厉，弘扬袓德，继续为宗亲谋福利，造 
福社会。他赞扬该会在创会会长拿督斯里陈 
进发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大家有目 
共睹。

大会署主席拿督陈际春说，雪兰莪陈氏宗 
亲会将成为附近社区宗亲的联系桥梁，并以 
大家长身分带领会员参与陈总各类活动，加 
强与陈总各属会之间的宗谊。

他呼吁三机构理事及会员，精诚团结，一 

起努力推动该会会务发展。
筹委会主陈新丁感谢该会三机构，携手合 

作，来自国内外宗亲参与，热心宗亲赞助， 
出钱出力，使会庆晚宴成功举行。

(仁嘉隆7日訊）马来西亚 

陈氏宗亲总会总会长陈进发指 

出，数十年来，尽管华社通过 

各种管道表达希望政府承认统 

考，最终却沦为一次又一次的 

大选宣言秀，让华社一次又一 

次的失望与落空。

他代表马来西亚陈氏宗亲总会促 
请希盟政府，尽快落实承认华文独 
中统考文凭，毕竟这是一项教育 
课题，应让教育回归教育，从学术 
层面为国培养及蓄才的格局，以务 
实、专业和理性方式处理承认统考

陈进发是出席雪兰莪陈氏宗亲 
会，周六晚在仁嘉隆华小颜尧舜夫 
妇综合大厅，举办庆祝成立二周年 
会庆联欢晚宴上致词时，这么指 
出。晚宴主题为“精诚团结、创造 
未来”，获得来自全马各州宗亲踊 
跃参与，共襄盛举，筵开116席，体 

现陈氏宗亲一家亲精神。

中央政府未有定案

他说，近日沙巴首长拿督斯里沙 
菲益阿达宜布承认统考，但华社却 
未因此而感到兴奋，因为中央政府 
对承认统考文凭课题仍未有定案。

陈进发说，目前有超过300所国内 

私立高等学府接受统考生申请就读 
专业课程，双联课程及其他大学课 
程，而国外也有超过1000所公立、 
私立高等学府认可统考的学术水 
平，接受统考生直接申请入学。

“可是，即便受到国内外高等学 
府的承认，统考生到今天仍不能以 
统考证书进入国国立大学就读， 
一些马来组织常以‘学生应该以大 
马教育文凭进入本地国立大学’或 

‘统考制度使用华语作为知识传递 
的语言，且统考的马来文课纲过 
于浅薄’等为理由反对政府承认统 
考〇 ”

■陈进发（右3)颁发纪念品绐受封拿督勋衔的陈振华（左3)，左起为陈金波、陈 

际春、陈财春（右起）及陈新丁。

9
)

时

，
与
3

机
构
理
事
。 

品
绐
开
幕
嘉
宾
陈
清
华

(

左
 

■
陈
进
发

(

右
6
)

颁
发
纪
念

陳
進
發
■
■

別
當
大
選
宣
言

Page 1 of 1

08 Oct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4
Printed Size: 129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5,465.69 • Item ID: MY003749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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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7曰讯）经济事务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表 

示，政府尚在研究收购马航 

的献议书，并证实有超过一 

家公司提出收购的献议，惟 

他无法披露太多详情，而且 

他并非适当的发言人。一旦 

有所决定，国库控股与马航 

将会宣布。 ■阿兹敏阿里说，在过去10年，国库控股出售了超过100项总值约650 

亿令吉的资产。

有公司要收購馬航

阿茲敏：政府正研究獻議書
他今日出席“2019年国库控股大 

方向论坛”后说，国库控股进行的买 

卖，都以国家利益为主，确保国家在 

买卖交易上获利。

国库控股早前证实，政府今年内针 

对马航的8亿令吉资金注入，是2014 

年公布的60亿马航重整计划中的一部 

分。政府目前收到4份有意收购或管理 

马航的建议书，包括本地企业，但至 

今尚在谨慎研究与探讨。

首相敦马哈迪日前也对有意收购马 
航者开出2个条件，即不论是收购或以 

合伙形式接管马航，都须答应不更改

马航的名字；也不能让马航与马来西 

亚“脱离关系”，及不可裁员。

阿兹敏声称，因国库控股背负高达 
470亿令吉债务，政府将通过出售资 

产，以期在年底时将国库控股的债务 

减少至350亿令吉至400亿令吉。

出售产业还债

他表示，至今政府已通过出售产业 

方式，将国库控股的负债从原先的 
550亿令吉减至470亿令吉；出售产业 

还债是国库控股、公积金局及国民投 

资公司（PNB )常见的做法，也都证

明有效。

他披露，在过去的10年，国库控股 

出售了超过100项，总值约650亿令吉 

的资产。

他重申，我们须确保所出售的资产 

与相关交易都将带来回酬与新资本， 

以继续投资在其它能赚取更高利润的 

领域，这样国库控股才可有盈利归于 

政府。

他补充，国库控股出售资产并非 
“不寻常事”，不过这需策略性考 

量，配合市场情况，并确保所出售的 

资产有利可图。（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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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民調屬參考

有信心人民續挺希盟
(吉隆坡7曰讯）经济事 

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说，坊间民调终究只是针对 

一些议题而对民心展开调 

查的一种参考；他有信心， 

人民仍是会继续支持希盟政 

府。

他在国会走廊受询有关默

迪卡民调中心所执行的民意 

调查报告指，人民对希盟的 
支持率已下跌至35%的问 

题回应指，很多时候一项调 

查的结果只反映出人民对该 

项课题的情绪，而他有信心 

人民依然支持希盟。

他有信心是因为政府上台

执政后，短短时间内便著手 

进行重大议会改革，而且也 

很快将国家经济扶回正轨及 

恢复外国投资来马的信心。

询及民调结果会否影响来 

临的丹绒比艾国席补选时， 

他则回应，补选是不同课 

题，因为补选向来著重在地 

方性议题的讨论。

针对马来人尊严大会议决 

的看法，阿兹敏声称，诚如 

首相马哈迪所言，这是一场 

关乎马来人尊严和情绪的大

会，作为一个全民政府，政 

府须聆听所有人的心声。

他强调，首相与内阁部长 

一直都有跟人民互动，包括 

对话及会面，而昨日的马来 

人尊严大会中，若有需要改 
进和考量的，政府也愿意加 

以考虑。就有人在马来人尊 

严大会上提出关闭多源流小 

学的提议，阿兹敏表示，这 

只是一项建议，就让政府研 
究其可行性。（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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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7日讯） 

双溪龙镇第二区 

长约100尺的围墙 

怀疑受到毗连洋 

房扩建影响，造 

成围墙出现严重 

损坏，以及龟裂 

倾斜，居协担心 

围墙随时坍塌造 

成人命伤亡，唯 

有向加影市议会 

寻求协助。

倾斜超过10度

加影市议会接 

获投诉后，市议 

员刘佳达、市议 

会建筑物管制组 

助理主任阿米鲁 

等人在居协成员 

陪同下，于今早 

到场检查过围墙 

问题。当局表示 

将会调查该洋房 

扩建工程是否获 

得当局允许，否 

则屋主将面对罚 
款最高2万5000令 

吉。

阿米鲁指出， 

已扩建围墙和该 
花园围墙之间确 

实有水泥在里 

面，水泥在长期

疑擴建影響龜裂傾斜

雙溪龍鎮居協憂牆塌

■刘佳达（左二）检视围墙龟裂的情况。右起罗今兴 

及万振明。

雨水冲蚀压迫 

下，围墙被“迫 

爆”而龟裂。

他发现倾斜超 

过10度，结构不 
稳，再不处理会 

坍塌。另外，该 

区居协主席万振 

明指出，围墙倾 

斜龟裂已有一段 

长时间，之前的 

居协成员没有跟 

进此事，他在一 

星期接手主席一

可以让居民泊 

车，只是现已变 

成危墙卩居协决 

定进行封锁，严 

禁居民泊车，避 
免发生不愉快事 

件。前居协在一 

年前曾经与洋房 

屋主反映过此 

事，对方说会处 
理，事至今日已 

一年了，毫无动 

静。”

针对此事，市

出罚单后，屋主 

必须出示扩建围 

测以示证明，否 

则除了面对罚 

款，也要承担修 

复危墙的费用。

"若是屋主被 

证明涉及违法扩 

建，同时坚持不 

负责，市议会将 

会修复有关危 

墙，但是修复费 

用会交予该屋主 

承担，没得逃

职后，立即向市 

议员求助，他担 

心围墙会坍塌伤 

及居民。

“围墙旁边是

议员刘佳达披 

露，如果洋房屋 

主被查悉扩建工 

程没有获得市议 

会允许，当局发

避。现在要等市 
议会的调查结 

果，预计这星期 

内会有答案。”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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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陳氏宗親會聯歡宴

■雪兰莪陈氏宗亲会，赞助人联合鸣锣剪彩仪式。第一排左起：陈进祥、陈进发伉俪、陈声评、陈清华、欧 
阳捍华、张海兴、刘永山、陈际春伉偭。

歐陽捍華：政府將撥款

2.1億助500企業轉型
(仁嘉隆7日讯）巴生港 

务局主席欧阳捍华说，政府 
今年将拨出2.1亿令吉，协 

助我国500家企业转型，自 

动化措施，成功转型者可以 

得到50万拨款，因此鼓励华 

商企业，中小企业，进行转 
型0

欧阳捍华是出席雪兰莪陈 

氏宗亲会星期六晚在仁嘉隆 

华小颜尧舜夫妇综合大厅， 

举办庆祝成立二周年会庆联 

欢晚宴上致词时呼吁有兴趣 
者，可以通过马来西亚生产 

力中心网站申请。

他透露，财政部今年拨款

3000万令吉给华商小贩微 

型贷款，5000万令吉给华 
商中小型企业贷款，通过国 

民储蓄银行申请。

另外，他指出，瓜冷及巴 

生县为工业重镇，巴生港口 

未来10年，在加厘岛建立 

第三港□，今年巴生港□首 

三个月的吞吐量，比去年 
增加3%，是正面指标，今 

年首6个月国民生产总值为 

4.6%，与区域经济比较， 

我国经济成长稳健。欧阳捍 
华宣布拨款2千令吉给雪陈 

氏宗亲会。

行动党万津区州议员刘永

山说，雪州政府制度华拨款 

给华校，联邦政府也通过公 

益金拨款给华小，在瓜冷 
县，仁嘉隆华小、万津中华 

小学，各5万令吉，启化小 

学3万令吉，以学生人数为 

准则，如果学校有进行大计 

划，可以提呈申请。

瓜冷投资额增加

他说，由于瓜冷县位于雪 

邦机场与巴生港□之间，瓜 

冷的投资额目前超越巴生 

县，因此他呼吁居民抓紧时 

机，参与经济活动。同时， 

他也宣布拨款2000令吉给 

雪陈氏宗亲会。
另外，开幕人陈清华呼吁 

雪陈氏宗亲会，再接再厉， 

弘扬祖德，继续为宗亲谋福

利’造福社会。他赞扬该会 

在创会会长拿督斯里陈进发 

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成 

绩，大家有目共睹。

大会署主席拿督陈际春 

说，雪兰莪陈氏宗亲会将成 

为附近社区宗亲的联系桥 

梁，并以大家长身份带领会 

员参与陈总各类活动，加强 

与陈总各属会之间的宗谊。 

他呼吁三机构理事及会员， 

精诚团结，一起努力推动该 

会会务发展。

筹委会主陈新丁感谢该会 

三机构携手合作，来自国内 

外宗亲参与，热心宗亲赞 

助，出钱出力，使会庆晚宴 
成功举行；马来西亚陈氏宗 

亲总会总会长陈进发较早前 

也在会上致词。（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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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属其中1项课题不应只单独报道关校
(吉隆坡7日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指出，马来人尊严大会提出逐 

步关闭多源流学校的建议，只是该大会提出 
的其中一项课题，媒体不应该单独挑起或报 

道0

“先让政府研究大会所有的建议和议 

题，政府较后会做出回应。”

他说，就如首相敦马哈迪昨日所说般， 

身为关心人民的政府，政府会聆听所有大马 

人心声，包括首相和内阁部长也经常会见人 

民以及和人民组织对话。

“马来人尊严大会已经在昨曰提交文件 

给首相。如当中有值得探讨的事项，我们可 

以加以研究。” #

◄阿兹敏：有值得探讨的事项 

以研究。

可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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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祥：马华决不妥协

(吉隆坡7日讯）马华总会

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博士指 

出，多源流学校从建国至今 

已经存在，是全民资产，马 

来人尊严大会提呈关闭多源 

流学校议案，马华绝不妥 

协！

他说，这项活动由大学 

策划，教育部长和教育副部 

长至今还是“静静”，〖丨:人 

失望。

魏家祥今R在国会走廊 

接受访问时说，若这件事发 

生在同阵时代，马华一定会

第一时间反对，可惜现在马 

华不再是执政党，否则能到 

内阁也会说同一番话。

此外，经济事务部於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指丨丨丨，有 

关“马来人尊严大会”挑起 

关闭多元流学校课题，纯粹 

足该大会提呈的其中议案。

他认为，媒体不应单独 

挑起和报道有关课题。

他指出，应先让政府研 

究有关建议书和涉及团体提 

;丨丨的上述议题后，再针对此 

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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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加影 市议员建议改变乱脏形象

整顿后巷供鱗酿椅
(加影7日讯）店屋后巷乱脏臭，形成繁华商业区背后 

的丑态，市议员为了整顿后巷，向地方政府建议把后 

巷打造为食肆摆放桌椅的地点，让后巷更有用途。

据
《南洋商报》记者了解，在非主要 

出人口的后巷比食肆摆放桌椅，不 

但可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也可避免后巷美化 

后无人看管，沦为非法丢垃圾的地点，乂或者 

是被食肆霸占作为洗菜和煮炊的地方。

后巷空间虽然不大，但可让垃圾车或消防 

车通行，若把后巷辟为旱市摆卖地点，会导致 

空间局限，因此也引起隐忧。无论如何，蕉赖 

斯嘉城（Segar Perdana )的后#有整50尺宽， 

500尺长，可容纳约50档小贩，所以问题不 

大。

不过，根据条例，基于安全和卫生，后巷 

不能摆放任何阻碍物，因此斯嘉城早市在后巷 

避免阳光暴晒，早市于上午11时30分就收档 

斯嘉城早市小贩公会主席•刘礎源

早市带动商业活动
早市方便居民买菜外，

渐渐也形成一种文化，居民 

买菜后会到咖啡店用餐，进 

而带动当地的商业活动。

早市约有13年历史，

有约有50档，上午7时开 

始营业至11时30分，我们 

只是在上午时段使用后巷空 

间。

若后巷的空间够大，是 

斯嘉城早市小贩公会副主席•吴秋彭

两旁摆卖无碍通车
后巷的空间够大，整50尺 

宽，两旁摆卖外，中间还可让 

车辆通行，并无发生交通混乱 

等问题。

小贩摆档后都会自行收拾 

垃圾，并把垃圾包成一包，由 

垃圾工友收拾，收档后，市议 

会也有人员来打扫，后巷的卫 

生处理得非常好。

黎潍福（左）指太子园商业区后巷已去除肮脏的 

面貌，早年后巷垃圾满布。

摆卖仍属临时的摆卖地点，较旱时，加影市议 

会也有计划搬迁该早市。
可以将之辟为早市的摆卖地点或跳 

蚤市场。

刘佳达：美化后需永续经营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受询时 

向本报记者说，后巷美化后需 

要永续经营，不能丢置一旁， 

要达到后巷干净的指标，就是 

能坐在后巷用餐。

“允许食肆把桌椅摆在后 

巷，除了增加地方政府的收 

人，也可以照顾后巷的清洁卫 

生。不过，在后卷摆放桌椅需 

要有时间限制，不可能全天 

候，即旱上和晚上时段而已。”

他表

会要求市议 

会研究上述 

增加市议会 

收人的方 

案，除蕉赖 

双溪龙的后 

巷被食肆霸 

占作煮炊地 

点，肮脏和油渍满地外，鸿贸 

商业区的后巷也没妥当管理。 斯嘉城早市前面店屋的食肆把桌椅摆在横巷

黎潍福：后巷变清洁卫生
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则表 

示，去年7月开始，积极改善 

太子园商业区和后巷的清洁卫 

生，2个月后看到成效，刻正探 

讨多项可行的方案，包括在后 

巷允许食肆摆放桌椅。

不过，他说落实该方案前

会与当地商民讨论，以确定是 

否会影响当地的交通。

“若在旱上时段，食肆桌椅 

的摆放不能超过上午11时，否 

则太阳高挂，非常晒。”

他说之如他们也探i寸在后 

巷_壁画，惟因经费高及在后

巷画壁画已经非常普遍，相信 

该方案无法落实。

黎潍福说，除了整顿后 

巷，商业区堵塞和发臭的沟渠 

也已清理，不过，希望民众改 

变乱丢垃圾的恶习。

“我们在一些街道安装了闭 

路电视后，民众不敢冉丟垃 

圾，反而把垃圾丢在没闭路电 

视的地方。”

他说，雪州政府没拟定方 

案如何改善后巷的清洁卫生， 

因此都取决于当地州议员如何 

改善后巷。

另外，他认为在斯嘉城后 

巷摆卖的早市没影响到车流 

量，小贩也注意卫生，因此应 

保留该早市以成为楷模，尤其 

是早市也能带动该地区的商业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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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7日讯）蕉赖双 

溪龙第14区Ascara 3 

路约10尺长的围墙变 

成“斜墙”，居民见之 

心惊。

该幅围墙出现倾斜 

和龟裂后，岌岌可危， 

居协更担心围墙坍塌时 

会压及在旁的轿车或无 

辜者。

据
解，围墙旁的路肩 

为居民的泊车空间， 

围墙约6尺高，出现倾斜的围 

墙约10尺LC：，斜了约10度。

为免围墙坍塌压及轿车等 

事件发生，居协将把该泊车空 

间围起来，禁止居民把轿车停 

在该处。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接获双 

溪龙第14区Aseara居协主席 

万振明和委员罗金兴的投诉 

后，今日安排市议会建筑物监 

控小组助理主任阿米鲁到场视 

察，到场者包拈刘佳达助理依 

苏丁。

开始龟裂

刘佳达说，居协称该幅围 

墙5年前开始倾斜，但斜度FI 

趋明显，部分墙壁也开始龟 

裂。

他说，市议会会调查围墙 

倾斜的原因，也将确定隔壁花 

园围墙的兴建是否有申请图 

测，若业主没申请图测就进行

围墙变斜墙居民惊

居协称这幅围墙5年前开始倾斜

兴建工程，市议会将发出通 

令，在违例兴建条款下，可面 

对最高2万5000令吉罚款。

市议会将在木周内完成调 

查报告，届时将依照报告行 

事。

“居协是担心围墙坍塌时 

压及无辜或轿车而作出投诉， 

希望问题获得改善，不希望发 

生坍塌事件后才抢修。”

万振明提及，他们接手居 

协后，发现该问题的严重性，

因而积极处理。 围墙出现龟裂迹象，左起为依苏丁、刘佳达、万振明及罗金兴

新闻特区

双溪龙第14区 

Ascara 3 路

担心枬塌伤及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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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过一家公目献购玛航
吉隆坡7日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指出，有超过一家 

公司，提出收购马航的献议，而政府目前仍在研究这些献议。

无论如何，他不愿透露更多详情， 

指自己并非适当的发言人。

他说，国库控股进行的买卖，都以 

国家利益为主，确保国家将在买卖交易 

上获利。「一旦有所决定，国库控股与 

马航将做出宣布。」

阿兹敏阿里今日出席「2019年国库 

控股大方向论坛」后，接受记者的询问 

时，这样指出。

国库控股日前证实，政府今年内针 

对马航的8亿令吉资金注入，是2014年 

公布的60亿马航重整计划中的一部份。 

政府目前收到了 4份有意收购或管理马航

的建议书，包括本地企业，至今仍在谨 

慎的研究与探讨。

首相敦马哈迪曰前指出，那些有意 

收购马航者必须符合2大条件，即：- 

马航不可改名；二、马航不可裁员，也 

不可与马来西亚「脱离关系」。

以期减少债务

阿兹敏较早时说，由于国库控股背 

负高达470亿令吉债务，因此政府将通过 

出售资产，以期在3至5年内，将国库控股 

的债务减少至350亿令吉至400亿令吉。

他说，至今政府已经通过出售产业方 

式，将国库控股的负债，从原有的550亿 

令吉减少至470亿令吉，并指出售产业来 

还债，是国库控股、公积金局及国民投资 

公司（PNB )常见的做法，也证明有效。

「过去1〇年，国库控股出售了超过 

100项，总值约650亿令吉的资产。」

「不过，我们必须确保所出售的资产 

与相关交易，都将带来回酬与新资本。」 

阿兹敏说，国库控股出售资产不是 

「不寻常的事」，不过这需要策略性的 

考量，配合市场情况，并确保所出售的 

资产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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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7日讯|默迪卡民调

反映希盟支持率跌剩35%—事， 

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认 

为，希盟应加倍努力挽回民心。

安华今日在国会走廊对媒体 

指，该民调无疑是个警钟，提醒 

希盟要更用心服务人民。「首相 

敦马哈迪和其他内阁部长应以此 

为鉴 '彳T更多服务人民之事。」

惟，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在国会走廊受媒体访 

问时说，人民仍旧对希盟政府的

改革方案、经济政策有信心。

默迪卡调查中心日前在一场 

闭门会议上，向希盟国会议员呈 

现的民调结果显示，截至8月该联 

盟人民支持率跌剩35%，当中华裔 

及印裔选民支持率跌至41%，巫 

裔选民支持率则在30%。

另外，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 

斯里安华澄清，他昨日没有出席 

「马来人尊严大会」，是因为主 

办单位的邀请来得太迟。

马来人尊严大会昨日热火朝

天展开，朝野马来领袖如首相敦马 

哈迪、诚信党主席兼国防部长末沙 

布、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巫统 

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慕沙、公正党 

主席兼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巷阿 

兹敏阿里皆有出席，独漏安华。

安华回应指，早期主办单位 

确实没邀请，「我问原因时，他们 

说公正党是多元种族政党，不方 

便邀请。但他们最后有邀请我， 

旺阿兹莎通知我时，我在波德申 

参加一项活动来不及出席。」

希盟支持率跌安华：努力挽回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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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3-5年债务减至400亿
吉隆坡7日讯|国库控股执

行董事沙里尔表示，希望通过脱售 

资产的方式，在3到5年内将其债务 

减低至350亿至400亿令吉。

这家大马主权财富基金也透 

露，今年底有望将负债减低至470

亿令吉。

沙里尔周一在国库控股大趋 

势论坛的记者会上表示，国库中期 

内将专注降低债务水平，以便长期 

内维持可持续的资产负债表。

另外，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在开幕致辞时也表 

示，通过脱售资产减少国库债务是 

非常有效的方式，国库的债务已经 

从去年底的550亿令吉逐步减少， 

目前正朝向在今年底降低至470亿 

令吉的目标前进。

沙里尔也透露，国库控股今 

年有两大目标，其一为出售没有长 

期前景的资产，并把资金重新投资 

在能够带来投资回报的新资产’以 

便改善投资组合；第二就是减轻负 

债，以改善资产负债表。

国库控股在2017年获得28亿 

9600万令吉的税前盈利，不过在 

2018年由盈转亏，蒙受62亿7100 

万令吉的税前亏损。

在2018年遭遇近10年来第一 

次亏损后，国库预期今年的业绩 

将好转，并订下50亿令吉的投资 

收入目标，这将是8年来最高的数 

字0

「我们希望今年能赚取至少 

50亿令吉的投资收入。」不过，沙 

里尔没有详细说明这乐观的前景背 

后的原因。

国库控股今年3月表示，其投 

资组合中可套现的资产价值从去 

年的1570亿令吉下跌至1360亿令 

吉。国库控股也在2018年派发15 

亿令吉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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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勇
•城市规划师 

时事评论人

仅供参考

期
待
补
选
来

国
债咼企！国库括据'拨款遽减’ 

地方政府捉襟见肘，钱不够用。 

怎么办呢？那还用说，自然是设法找 

钱。理解这些，槟州两岸门牌税为何纷 

纷调涨，思之自明，迨无异议。

何解？自辩的版本很多，一说， 

调整，其实前后已经相隔15年之久，尽 

管部分社区的涨幅高达98.8%。二云， 

虽然年租估值提高，然则，门牌税之征 

税率，则已下调。三曰，市长误导州政 

府。四言，对B40群体其实没有太大影

口向五五。

什么意思9《东方日报》报道，槟 

州首长曹观友指出，逾7万中廉价屋的 

门牌税所增，少于一块钱。整体而言， 

此次调涨皆在50令吉之下。据此推算， 

每月平均所加，微乎其微，不及五令 

吉。

何况，相较吉隆坡市政局的196 

吉’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的114令吉'斗兵 

岛廉价屋的门牌税，纵然将从18令吉， 

涨至105令吉，还是「全国最低」。推而广之， 

要是比起北欧税率，恐怕这也是全球偏低的金氏 

纪录了。

而且，此事一以贯之，遍布全民，一视同 

仁。市长尤端详所言，正是这么一回事：「我 

本身也受到影响，我的有地双层排屋门牌税也涨 

78%，从300多令吉上涨到600多。」

话虽如此，市长收入的三百多，恐怕和草 

根市民手上30令吉的比重，迥然不同。同意这 

点，显然的是，朝廷的理解，民间之感受，显然 

是南辕北撤'搞不清楚民情的困窘和状况。

领导难道不知，眼下的问题，不仅是在门 

牌税一项，而是层层叠叠的连锁反应。税务多 

了，业主自然顺手将之转嫁租户。租金一涨，环 

环相扣，万物皆贵，百货通膨，自不待言。

如此这般，推到最后，甭说B40，中产的 

M40也个个有心乏力。就算市场满目疮痍确实事 

小，一旦思虑选票之流失，必然觉察事大之超乎 

想像。如何逆转？唯有万众期待天天补选，好事 

自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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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至13日 

早上10时至下午5时30分 

MITEC (Level 2， Hall 5) 

免费

10月12日

早上8时30分至下午4时30分 

MITEC (Level 2, Hall 5) 

免费

涵盖各类游戏的电竞比赛将在木 

届峰会进行，其中更包括「h著名大马 

赛车手熊龙（Alex Yoong)和陈莉慧 

(Leona Chin)也将亲自上场的电子赛 

车比赛。

电子游戏、动画和电竞是在过去几年不 

断发展的领域，并在未来会持续被扩大。 

预计到2025年，电玩行业将会提高成为3000 

亿美元（约1兆2462亿令吉）的产业。此高 

峰论坛将带领人家与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会 

而，讨论这领域的未来趋势。

“2019年雪兰莪智慧城市及数码经济峰会 （Selangor Smart City & Digital
Economy Convention)将于10月份正式展开，旨在成为本年度亚洲最热门的智慧城市及 

数码经济盛会。此高峰会由雪兰莪投资促进机构（Invest Selangor Bhd)和雪兰莪数码创 

意中心（Selangor Digital Creativen Centre, SDCC)联合举办，为了打造创新、智慧以 

及创意的氛围，本届的高峰会将著重于人工智能、5G技术、电子钱包以及电竞主题。

1. 一带一路动画与游戏高峰论坛 2.各类电竞挑战赛

_游戏走人新时代

DIGITAL
ECONOMy

__ _ IHOCTO«8)20W«Hn,CC

NE BELT ONE ROAD (OBOR) 
IME & GAMING SUMMIT 

12 Oct 2019 | MITEC

■T圖

s
nM

四i

触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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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加上部分小贩尚未冗成搬迁 

工作，只有约30%档口营业。

位于士拉央崙鲁19 A路的新巴刹 

是由士拉央市议会管理，共有6层楼 

高，底层为湿巴刹区域、1楼为熟食 

和杂货区域；上面4层则是停车场， 

备有百多个停车位，方便民众泊车前 

往巴刹。

不过，由于电梯尚未操作，因此 

民众必须走楼梯，对行动不便的人士 

来说非常不便。
小贩们昨日（6日）在士拉央崙 

鲁旧巴刹营业最后一天后，今天搬迁 
至仅有距离大约200公尺之遥的新巴 

刹建筑物开档: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今早走访 
新巴刹时，发现新巴刹的294个档口 

中，大部分都空荡荡、闸门深锁。

部

分

小

販

，访的部分小贩均 

.对新营业环境感 

到不满，并指档口空间窄 

小和设计规划不当。

小贩们表示，猪肉档 

是星期一及星期五休息， 

因此今天（星期…）没有 

营业；加上非清真食品区 

域没有安装风扇及通风 

口，因此…名猪肉贩特地 

掏腰包安装风扇。

/K 小贩表示，猪肉档口

没有可挂卖肉类的铁架； 

衣服档口则设计不当，没 

有可上锁的门面，让他们不知如 

何是好。

无论如何，小贩认为，若与 

旧巴刹相比，新巴刹环境更加干 

净、舒适、通风凉爽。

空
間
窄

僅30%檔口罾業

非清真区设在角落处，缺乏铁架、风i 

心环境闷热，有者自行掏腰包安装风扇。

底层的湿巴刹设有约150个档口，尚有许多小贩还未迁入。

余深恩：料3個月内完工

I拉央市议员余深恩指出,士拉央市议会于

110月3日从发展商手中接管巴刹建筑物后，

预计在接下来3个月内将展开与完成善后工作，包括 

打通靠近鸡肉档的墙面、以及在1楼的熟食档口处安 

装桌椅
他表示，电梯同样预计需要3个月完成申请运作 

的程序，预计明年1月启用。
“这也是市议会豁免小贩首3个月的租金明年起 

才征收租金的原因:”

针对小贩申诉指部分档口设计不当一事，余深 

恩建议小贩可以向士拉央市议会申请安装或装修，

惟需符合条件。

另外，他补充，新巴刹停车场免收费，方便民 

众开车前来巴刹。

沒電梯不方便 顏永祥（海鮮小販）

“与旧巴刹相比，新巴 

刹环境干净许多，而且巴刹楼 

上设有多层停车场，顾客泊车 

非常方便。可惜的是，电梯却 

还没有开始运作，对民众，尤 

其是年长者和搬货至1楼的小 

贩造成不便。

我是在星期日（6日）于 

旧巴刹收档后，便陆续搬迁物 
品到新巴刹，星期-•（7日）
女拓钚倍TF=rf■普#。”

報道►蘇俐嬋

攝影►陳世偉

(士拉央7日讯）士拉央答鲁 

新巴刹今天首日启用，惟部分小 

贩因档口不适合而无法开档做生

士拉央塞魯鼷B剿
設計不妥當

一（7日）正式

启用后，该处也

出现交通繁忙情 

况〇

—由于市议 
会接下来将设置 

固定桌椅，熟食 
小贩目前唯有自 

行摆放桌椅让顾 

客用餐。

m
檔□空間縮小2倍 盛崇祿（68歲，玩具貨品小販）

“我在旧巴刹营业35年 

之久，以前的档口空间比现 

有档口宽大2倍，因此唯有善 

用墙壁和上方的空间，包括 

把玩具吊挂起来。

我们早已抽签选档口， 

不过是直到上个星期才前来 

巴刹看档口位置，才发现抽 

到的档口设有洗碗盆，比较 

适合作为熟食摊位；虽然同

排4个档口还未开档，不过据 

我所知也是售卖玩具。

由于电梯还未操作，民 

众上下需走楼梯，我们担心 

位于1楼档口的生意会受影 

响。

无论如何，搬迁过来 

后.我们无需像以前天天收 

帐篷伞:、”

檔□沒儲物櫃

李海雲（62歲，服飾小販）

“我早前抽签抽到1楼某个摊位，大约 

•i,四天前才获安排来看位置，才发现卖 

衣服的小贩都被安排在没有门面的档口，

这种档口是设计给蔬菜肉类的小贩，根本 

不适合摆卖服饰。

衣服档口没有能够上锁的门或储物 

柜，难道要我们每天开档、收拌时都搬货 
吗？而且停车场位于2楼及以上，目前电梯还未操作，我们走楼 

梯上货卸货都成问题，走两趟脚部都肯定出现疼痛。

我已经向市议会投诉，希望当局能够提供店面给我们（衣 

服小贩），但当局表示如果不满意可以选择不要该档口，而且 

也不能在有关档口安装任何物件，令我们无所适从。”

“非清真区缺乏风 

扇设施、吊挂肉类的铁 

架，什么设施都还未准 

备好，而且必须向市议 

会提出申请安装铁架、 

等候批准，所以我们还 

不晓得何时营业，惟依 

然会安排星期一及星期 

五休息。

新环境的档口比 

较小，也比较闷热，所 

以我星期日才找人在我 

的档口安装风扇，星期 
-(7日）特地前来视 

察〇 ”

扇设施，小贩担

洪
珠

(
70

歲
，豬
肉
小
販

)

缺
設
施
無
法
營
業

“我的档口位于底层的 

角落处，我们正打算申请击 

破墙壁开通出人口，方便民 

众出人、也方便小贩上货卸 

货。

无论如何，小贩和民众 

来到全新环境，都需要时间 

适应。”

環境清潔通風

黃勇厲（市民）

“新巴刹的设施比旧巴刹 

好，环境也比较清洁、通风、

容易找停车位，但档口空间比 

较窄小。

目前巴刹多层停车场免收 

费，若要获得妥善管理，我相 

信未来可能会收费。如果日后 

需付费，我建议当局可设定 
次进人（per entry)收费。

另外，我也发现底层巴刹 

的地面凹凸不平，除了出现积 

水问题，部分窨井盖凸起，我担心不平坦的地面 

会导致年长者不慎絆倒。

虽然1楼是卖干货及饮食，但地方政府并没有 

在饮食摊设立固定桌椅。”

葉
潮
文

(
32

歲
，雞
販

)

需
時
間
適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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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投訴:

公寓外ft子樹释貼赛贗告
r “日isr大 =子发it住匕遽的公寓外大部分柱子与树 

卜都贴满各式广告，包括罗里出租、房屋 
出租、T作征聘广告、非法借贷条幅等，成 

为住宅区里的另类风景。

上述公寓就在八打灵再也17区范围内，我也 

发现不止是该公寓前有这种情况，该区部分街道 

都可看见不同的广告非法张贴在显眼处，破坏市 

谷C.

据我所知，在公共场所张贴广告与条幅，都需事先向地 

方政府申请广告准证，而大部分张贴广告与条幅的人都没有 

广告准证。

我认为，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应定时派员检查及拆 

除这些非法广告及条幅，并想办法对付这些没有申请 

广告准证的人士

可投訴靈市政廳熱線
y +都会》社区报建议读者，遇到上述问 

\ 题可致电八打灵再也市政厅24小时热线

(03-7954 2020 )、电邮（aduan@mbpj.gov.my )、传真 

(03-7958 1494 )或脸书（mbpjaduan )等方式，向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作出投诉。

►八打灵再也17区某公寓外的树干与柱子上，贴满了 

各式非法广告，影响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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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协成员今早陪同市议员刘佳达前往现场视察 

时，市议会建筑物管制组助理主任阿米鲁也亲 

自检查围墙问题，并表示将会调查该洋房扩建丁.程是否 
获得当局允许，否则屋主将面对罚款最高2万5000令吉 

阿米鲁透露，已扩建围墙和该花园围墙之间确实有 

洋灰在里面，洋灰在长期雨水冲蚀压迫下，围墙被“迫 

爆”而龟裂；他也发现围墙倾斜超过10度，结构不稳， 

再不处理就会坍塌。

^围墙与围墙之间的洋灰长期受到雨水冲蚀和压 
迫，导致围墙裂缝越来越大a

萬振明：曾向屋主反映
区居协主席万振明指出，围墙倾斜和龟裂 

g已有一段时间，之前的居协成员没有跟进 

此事，他在一星期前接手主席•职后，立即向市议 

员求助，他担心围墙会坊塌伤及居民0

他说，围墙旁边原本可让居民停放车辆，只是 

现已变成危墙，因此居协决定封锁，以免发生不愉 

快事件：

“前居协在一年前曾与洋房屋主反映过此 

事，对方说会处理，惟至今已•年，至今仍毫无动 

静0"

劉佳達：屋主承擔修復費
fll佳达披露，如果洋房的扩建获得市议会允 

义1J许，那屋主必须在当局发出罚单的一个月 

内出示扩建图测以证明，否则除了面对罚款，也要 

承担修复危墙的费用。

他说，若证明屋主涉及违法扩建，同时坚持不 

负责，市议会将修复有关危墙，但是修复费用会交 

予该屋主承担，没得逃避。

“现在要等市议会的调查结果，预计这星期内 

会有答案〇 ”

©

©

©

雙
霞
龍
鎮
%

區

疑受洋房擴建影響

圍牆龜裂傾斜
(加影7日讯）怀疑受到毗连洋房扩建影响，双溪龙镇第 

二区长约100呎的围墙出现严重龟裂倾斜，变成危墙！

据了解，有关洋房进行扩建时，有居民目睹装修工人在围 

墙后面倒人洋灰，由于受到长期雨水冲蚀下，造成相连的围墙 

严重损坏，居协担心围墙随时坊塌造成人命伤亡，唯有向加影 

市议会寻求协助。

刘佳达（左二）表示围墙龟裂渐严重。右起是罗今兴及 

万振明。

倾
斜
龟
裂
。

)@
洋
房
扩
建
影
响
，
造
成
围
墙
 

湖
呎
的
围
墙
，
疑
受
到
毗
连
花
 

I

双
溪
龙
镇
第
二
区
长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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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制0板大都會 社區報

雪陳氏宗親會職歡晩宴

雪兰莪陈氏宗 

亲会，赞助人联合 

鸣锣剪彩仪式，第 
一排左起：陈进 

祥、陈进发伉偏、 

陈声评、陈清华、 
欧阳捍华、张海 
兴、刘永山及陈际 

春夫妇。

歐陽捍華：成功者可獲50萬

楹2,1值助企業轉is
(仁嘉隆7日讯）巴生港务局主席欧阳捍华指出， 

政府鼓励华商企业、中小企业进行转型，今年政府将 

拨出2._1亿令吉，协助我国500家助企业转型，自动化措 

施，成功转型者可以得到50万拨款，呼吁有兴趣者， 

可以通过马来西亚生产力中心网站申请。

他说，财政部今年拨款3000万令吉给华商小贩微型贷款， 

5000万令吉给华商中小型企业贷款，通过国民储蓄银行申请。

他是出席雪兰莪陈氏宗亲会星期六晚在仁嘉隆华小颜亮舜 

夫妇综合大厅，举办庆祝成立二周年会庆联欢晚宴上致词时， 
这么指出〇

晚宴主题为“精诚团结、创造未来”，获得来自全马各州 
宗亲踊跃参与，共襄盛举，筵开116席，体现陈氏宗亲…家亲 

精神。

雪兰莪陈氏宗亲会三机构理事共切生日蛋糕。左二起： 

陈潘丽梅、陈际春、陈进发、陈金山、陈际来、陈金华及陈 

清华。

拟在加厘岛建第三港口

他指出，瓜冷及巴生县，为工业重镇，巴生港口未来10 

年，在加厘岛建立第三港口，今年巴生港口首3个月的吞吐 

量，比去年增加3%，是正面指标，今年首6个月国民生产总值 

为4.6%，与区域经济比较，我国经济成长稳健。欧阳捍华宣布 

拨款2000令吉给雪陈氏宗亲会。

这里很多外资开设丁厂。

他说，由于瓜冷县位于雪邦机场与巴生港口之间，瓜冷 

的投资额目前超越巴生县，他呼吁居民抓紧时机，参与经济活 

动。他宣布拨款2000令吉给雪陈氏宗亲会。

开幕人陈清华呼吁雪陈氏宗亲会再接再厉，弘扬祖德，继 

续为宗亲谋福利，造福社会。他赞扬该会在创会会长拿督斯里 

陈进发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大家有共睹。

陈际春吁齐心推动会务

刘永山：瓜冷投资额超越巴生

行动党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说，雪州政府制度化拨款给华 

校，联邦政府也通过公益金拨款给华小，在瓜冷县、仁嘉隆华 

小、万津中华小学，各5万令吉，启化小学3万令吉，以学生人 

数为准则，如果学校有进行大计划，可以提呈申请。

他说，针对仁嘉隆对面芭电池工厂进行商业活动，由于属 

于重工业，造成对环境污染，雪州政府决定关闭，必须搬迁去 

瓜冷重工业区，包括马哥打重工业区，昔江岗自由工业区等，

大会署主席拿督陈际春说，雪兰莪陈氏宗亲会将成为附近 

社区宗亲的联系桥梁，并以大家长身分带领会员参与陈总各类 

活动，加强与陈总各属会之间的宗谊。

他呼吁三机构理事及会员，精诚团结，-起努力推动该会 

会务发展。

筹委会主陈新丁，感谢该会机构，携手合作，来自国 

内外宗亲参与，热心宗亲赞助，出钱出力，使会庆晚宴成功举 

行。

马来西亚陈氏宗亲总会总会长陈进发较早前也在会上致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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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海南村地球戰士日

60人清出750公斤垃圾

吉隆坡国际青 

年商会筹委连同村 
民及义工，合力处 

理出高达750公斤 
的垃圾。

(巴生7日讯）多个单位早前携手 

率领60名义工到巴生海南村举办第四届 

地球战士日，处理出高达750公斤的垃 

圾！

配合世界清洁日，吉隆坡国际青年 

商会早前联同耕心慈善协会、雪州政府 

及巴生海南村筹委会到巴生海南村举办 

上述活动，盼藉此改善当地卫生情况。

当天，来自雪隆各地的义工联同村 

民一共耗费3个小时来清理垃圾，同时

也非常感谢Rose White护肤品牌微商团 

队参与。

这届的地球战士日旨在提高巴生海 

南村村民维护村里整洁和干净的意识， 
让每个村民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园。

欲知更多有关吉隆坡国际青年商会 

活动详情或有兴趣加人者，可联系该会 
主席陈哲峰（017-689 8575 )或秘书长 

梁佩欣（ 017-978 9865 )，或浏览脸书 

专页(JCI Kuala Lumpur ) 〇

Page 1 of 1

08 Oct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5
Printed Size: 15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787.88 • Item ID: MY0037491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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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Oct 2019
Tamil Malar, Malaysia

Author: null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22,000 • Page: 3 • Printed Size: 173.00cm²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889.20
Item ID: MY003749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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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Oct 2019
Malaysian Nanban,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65,000 • Page: 2
Printed Size: 15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913.45 • Item ID: MY003749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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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