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546.71kg
sisa buangan
kitar semula
dikumpul
Subang Jaya: Sebanyak 78,546.71
kilogram sisa buangan dikitar se-
mula dikumpul menerusi Kem-
pen Kitar Semula F&N danMPSJ
2019 berakhir Ogos lalu, yang di-
adakan di kawasan pentadbiran
Majlis Perbandaran Subang Jaya
(MPSJ).
Menerusi program anjuran

MPSJ bersama Fraser & Neave
Holdings Bhd (F&N) dan Tetra
Pak (M) Sdn Bhd, sebanyak 47
sekolah dalam kawasan pentad-
bir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itu mengambil bahagian sejak 1
Mac lalu.
Tahun lalu, pihak berkenaan

mengadakan kempen yang sama,
dengan disertai 29 sekolah. Se-
banyak 18,328.12 kilogram bahan
kitar semula berjaya dikumpul.
Ia sebahagian daripada usaha

MPSJ untuk menjadi sebuah per-
bandaran yang lebih mampan,
selain membina masa depan ban-
dar tanpa sisa buangan.
Berucap pada majlis penyam-

paian hadiah kempen itu di si-
ni, semalam, Yang Dipertua
MPSJ, Noraini Roslan, berkata
kempen membabitkan kerjasa-
ma sektor awam dan swasta itu
bertujuan untuk mendidik mu-
rid sekolah mengenai cara yang
betul mengitar semula bahan
buangan.
Kempen itu berdasarkan fal-

safah 5R iaitu kurangkan (re-
duce), guna semula (reuse), ki-
tar semua (recycle), fikir semu-
la (rethink) dan cipta semula
(reinvent).
“Kempen ini bagi meningkat-

kan kesedaran sivik pelajar un-
tuk mengubah budaya dalam me-
nguruskan sisa buangan pepe-
jal,” katanya.
Hadir sama, Timbalan Yang

Dipertua MPSJ, Mohd Zulkur-
nain Che Ali; Pengurus Hal
Ehwal Korporat F&N, Cariessa
Goh dan Pengurus Pemasaran
Tetra Pak Malaysia, Sharon Ong.
Menerusi kempen itu, sekolah

yang mengambil bahagian ber-
saing sesama sendiri untuk me-
ngumpul sebanyak mungkin ba-
han kitar semula.
Kempen itu juga menggalak-

kan murid untuk menggunakan
kreativiti dan daya imaginasi un-
tuk mereka cipta poster 3D de-
ngan menggunakan bahan kitar
semula.
Goh berkata, kempen bertuju-

an menggalakkan murid untuk
mengitar semula dan memupuk
gaya hidup mesra alam sejak
usia muda selain mendorong me-
reka agar prihatin terhadap ke-
adaan alam sekitar.
“F&N komited untuk mening-

katkan kesedaran awam terha-
dap perlindungan alam sekitar
terutama dalam kalangan murid
untuk membina masa depan
yang lebih selamat, hijau dan si-
hat,”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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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h Norzamira Che Noh
bhnews@bh.com.my

Shah Alam: Hanya 120 kilang
industri kecil dan sederhana
(PKS) di negeri ini menyertai
program Koordinator Keselama-
tan Dan Kesihatan Pekerjaan
(OSH) anjuran Jabatan Kesela-
matan dan Kesihatan Pekerjaan
Selangor (JKKP) sejak 2017.
Pengerusi Jawatankuasa Tetap

Pembangunan Generasi Muda &
Sukan dan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Selangor, Mohd Khairu-

ddin Othman, berkata jumlah itu
amat kecil jika dibandingkan de-
ngan bilangan PKS di negeri ini.
Bagaimanapun, beliau tidak

memaklumkan jumlah IKS yang
beroperasi atau jenis industri
berkenaan di Selangor, ketika
ini.
Sehubungan itu, katanya, ke-

rajaan negeri meminta pengusa-
ha PKS di negeri ini memberi
kerjasama bagi memastikan ke-
selamatan di tempat kerja ter-
jamin.
“Kita tidak akan berkompro-

mi dengan aspek keselamatan
dan kesihatan pekerja, tamba-
han pula Selangor ada ramai
pekerja asing.
“Justeru, kita menasihati lebih

ramai pengusaha PKS untuk me-
nyertai program ini agar perse-
kitaranpekerjaan lebih selamat,”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sele-
pas Majlis Penghargaan dan Pe-
nyampaian Sijil Koordinator
OSH, di sini, semalam.
Yang turut hadir, Pengarah

JKKP Selangor, Ibrahim Md
Dol.
Mengulas lanjut, Khairuddin

berkata, pihak berkuasa tempa-
tan (PBT) akanmendekati pengu-
saha PKS supayamenyertai prog-
ram itu, dan melaporkan kepada
pihaknya jika ada yang tidak ma-

hu memberikan kerjasama.
Beliau berkata, program bim-

bingan berkenaan sudah mela-
hirkan357koordinatorOSHsejak
2017, secara tidak langsung ber-
jaya membantu menurunkan ka-
dar kemalangan dan kematian di
tempat kerja.
“Pematuhan kepada perunda-

ngan yang membabitkan kesela-
matan dan kesihatan pekerjaan
adalahwajib bagi semuamajikan
danpekerja, termasukdalamsek-
tor PKS,” katanya.
Sementara itu, Ibrahim berka-

ta, sebanyak 1,284 kes kemala-
ngan pekerjaan direkodkan di Se-
langor, tahun ini hingga 30 Sep-
tember lalu.
“Sebanyak 25 kes adalah ke-

malanganmaut, hilang upaya ke-
kal (47), tidak hilang upaya kekal
(1,172) dan kejadian berbahaya
(40).
“Kita harus mengambil iktibar

daripada kes kemalangan yang
berlaku supaya ia tidak beru-
lang,” katanya.

Hanya 120 kilang sertai OSH
Pengusaha harus
bekerjasama
memastikan
keselamatan
di tempat kerja
terjamin

Khairuddin dan Ibrahim (duduk tiga dari kanan) bersama peserta pada Majlis Penghargaan dan Penyampaian Sijil Koordinator OSH, di Shah Alam,
semalam. (Foto Faiz Anuar /BH)

Kita tidak akan
berkompromi

dengan aspek
keselamatan dan
kesihatan pekerja,
tambahan pula
Selangor ada ramai
pekerja asing.
Mohd Khairuddin Othman,
Pengerusi Jawatankuasa Tetap
Pembangunan Generasi Muda &
Sukan dan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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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solution to logistics issues 
Selangor govt's mobile app helps small businesses connect with customers 

I DATO" f . 
Amirudin (right) receiving a packet of banana crisps from a Line Clear 
Express and Logistics Sdn Bhd employee at the launch of Seldec. 

By BRENDA CH'NG 
brenda@thestar.com.my 

RURAL and small and medium 
entrepreneurs in Selangor no 
longer have to fret about logistics. 

They can now maximise their 
profits with the launch of Selangor 
Digital E-Supply Chain (Seldec). 

It is aimed at connecting buyers 
to the seller directly, minus the 
middle person via the Smart 
Selangor mobile app. 

For rural entrepreneurs such as 
fishermen and farmers, or even 
the makcik who makes and sells 
traditional kuih, their only option 
now is to set up shop wherever 
they are and wait for customers to 
show up. 

With Seldec, their products could 
now be sold and delivered directly 
to the buyer, said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As we move towards a smart 
state, this is just one of our many 
programmes to help entrepre-
neurs, especially the rural ones 
turn their business digital," he 
said when launching Seldec at 

the state secretariat building in 
Shah Alam. 

Amirudin added that China had 
moved towards 90% digital trans-
actions where mobile apps are 
used for payments. 

"We are also on the path towards 
achieving our Smart Selangor 2025 
vision by introducing initiatives 
like Seldec," he said. 

This programme is also aimed at 
connect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a 
wider network for all entrepre-
neurs, be it urban or rural. 

To identify entrepreneurs, the 
state, he said, worked with 
Selangor Stat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PKNS), Selang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Koperasi Warga 
Hijrah Selangor Bhd and Smart 
Selangor Delivery Unit (SSDU). 

He added that to aid in logistics 
and delivery, the state was collabo-
rating with MMAG Holdings Bhd, 
where the transportation of goods 
would be handled by Line Clear 
Express and Logistics Sdn Bhd,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of 
MMAG. 

To kickstart the programme, 33 
entrepreneurs had been chosen 
and the state was urging more to 
sign up for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programme, said Amirudin. 

There are three phases, with the 
first focused on raising awareness 
among rural entrepreneurs and 
conducting talks and training ses-
sions. 

The second phase will focus on 
small and medium industries that 
produce food and clothes, among 
others. 

For the third phase, the focus 
will shift to fresh produce like fish, 
vegetables and fruits. 

Also at the event was PKNS chief 
executive Datuk Mohd Azizi Mohd 
Zain who hoped the programme 
would benefit all rural entrepre-
neurs. 

"Rural entrepreneurs will not 
only stand to maximise their 
income but also have a platform to 
expand their business," he said. 

Mohd Azizi added that PKNS 
had its own entrepreneur develop-
ment department and was support-
ive of programmes such as Sel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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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 
told not 
to plant 
anything 
at open 
spaces 
KUALA Langat District Council 
(MDKL) has warned residents not 
to plant anything on vacant land 
in their respective neighbour-
hoods. 

MDKL president Mohamad 
Zain A Hamid said the district 
council received many com-
plaints from residents that some 
were planting sugar cane, lemon-
grass and vegetables at vacant 
spaces. 

Cultivating such crops, he said, 
could lead to more insects as well 
as limited space to walk on pave-
ments and at children's play-
grounds. 

It could also damage the land 
structure, obstruct the view of 
motorists and create areas which 
could be turned into rubbish 
dumps, he said. 

He added that vacant land 
included sidewalks, open spaces, 
playgrounds and buffer zones. 

Zain said the offence was pun-
ishable by a fine not exceeding 
RM2,000 or jail of not more than 
one year or both. 

"Any landscape changes by the 
owner of the premises must 
obtain prior approval from 
MDKL. 

"They should submit applica-
tions, references and design pro-
posals to our landscape depart-
ment," said Zain. 

He said all approvals w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trict 
council's standard operating pro-
cedures. — By SQISTYNA 
IZZAA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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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LIA IZZATI 
metro@thestar.com.my 

FOR the love of the environment,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and Fraser & Neave Holdings Bhd 
(F&N) bagged 190,367kg of recy-
clable items through the "Kempen 
Kitar Semula F&N and MBSA 
2019". 

The project was made possible 
with the effort of 38 schools in 
Shah Alam which collected plas-
tics, aluminium, beverage cartons 
and e-waste materials. 

F&N corporate affairs manager 
Cariessa Goh said the campaign 
proved successful in raising 
awareness as more schools partic-
ipated in the programme this 
year. 

"There was also an increase in 
amount of IS,206kg recyclable 
waste materials compared to last 
year," Goh added. 

The seven-month campaign 
reached its aim based on the 5R 
philosophy: Reduce, Reuse, 
Recycle, Rethink and Reinvent. 

Cash prizes totalling RM28,700 
were also up for grabs, resulting 

in 29 schools, including kindergar-
tens, primary schools and 
secondary schools, winning 
the prizes. 

Tadika Montessori Safinatun 
Najah, SJK(T) Hicom and SMK 
Seksyen 19 won first place in their 
respective school categories. 

SMK Seksyen 19 Geography and 
Nature club adviser Roshiza 
Darus said their students even 
collected recyclable materials 
from door to door while the city 
council provided recycling bins 
for the school. 

Pra SK Seksyen 20 won two 
special awards for the most plas-
tic and aluminium items amassed 
in the preschool category. They 
collected 223kg of plastic and 58kg 
of aluminium materials respec-
tively. 

Meanwhile, SK Setia Alam and 
SMK Subang also w6n for the 
most plastic recyclable items gar-
nered while SK Alam Megah 3 and 
SMK Seksyen 2 won RM700 for 
collecting the most aluminium . 
items. 

Pra SK Subang Bestari 2, SK 
Subang Bestari 2 and SMK Subang 

Inculcating 
5Rs in Shah 
Alam schools 
Students rewarded for collecting 
190 tonnes of recyclable waste 

Haris (sixth from left) giving cash prizes to the winning school alongside Goh (third from right) and Tan (in red 
sarong). 

l.Smil kg of recyclable materials. 
This year's campaign also 

introduced two new winning 
categories — SK Subang Bestari 2 
and SMK Shah Alam won first 
place in the innovation competi-
tion, receiving RM500 in cash 
prize, sponsored by Tetra Pek 
Malaysia while SMK TTDI Jaya 
won in the best practice video cat-
egory. 

Shah Alam mayor Datuk Haris 
Kasim said the collaboration with 
F&N was one of the plans by the 
city council to make Shah Alam a 
low-carbon city by 2030. 

"We aim to bring more aware-
ness about recycling by nurturing 
this habit from young," he added. 

He highlighted MBSA's ongoing 
effort in giving out incentives and 
improving recycling centres to 
make them more convenient for 
residents in the near future. 

Also present were Tetra Pak 
environment director (Malaysia, 
Singapore,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Terrynz Tan. 

Bestari took first prizes for the 
most beverage cartons collected. 

Collecting 68kg and 332kg of 
e-waste materials, SK Bukit Naga 

and SMK Subang Bestari also won 
RM700 cash each. 

Through the years, the cam-
paign has collected more than 

Haris showing Goh one of the Waste to Art sculptures made by students 
at the recycling programme's clos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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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吉隆坡8日讯）

雪州苏丹后东姑诺拉 

希金对梳邦再也市议 

会执法员日前捕捉流 

浪狗的粗暴行为，深 

感遗憾。

雪州苏丹后也 

是雪州零流浪动 
物(Stray Free 

Selangor)活动顾 

问，她说，在多次举 

办流浪动物醒觉活动 

后，社会仍然会发生 

如此残忍的事件，

实在让人失望。

“我促请有关当 

局，应该以更敏感及 

人性化的态度处理 

街边流浪动物的问 

题。”

苏丹后是通过雪州 

王室面子书，发表文 

告这么指出。

苏丹后说，她获悉 

_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已为市 

议会的粗暴行为表示歉意。

“这事之后，希望捕捉流 

浪狗程序应受到遵从，以确

■雪州苏丹后东姑 
诺拉希金谴责执法 

员粗暴捉流浪狗。

保动物及执法员的安 

全。”

^丹后说，跟著程 

序是很重要的，才不 

会伤及动物。

“希望所有单位， 

、_丨_无论是执法单位或是 

社会，要对流浪动物 
有同情心。”

苏丹后也提醒， 
根据《2〇15年动物福利法 

令》，凡是残暴对待动物 
者，可被判罚款2万令吉至10 

万令吉，或监禁最多3年。

執

■梳邦再也市议会执法员粗爆捕捉流浪狗的行为被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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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8日讯）敦陈 

修信华小在第二届星狮 

及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办 

的资源回收运动中获得 
小学组亚军，每名学生 
平均回收5.63公斤可循 

环物资。

第=届星狮及梳邦再 

也市议会主办的资源回 
收运动中，共回收了7 
万8546.71公斤可循环 

物资，其中敦陈修信华 

小勇夺小学组亚军，冠 

军由蒲种市中心国小一 

校夺下，该校每名学生 
平均回收8.2T公斤可循 

环物资。

另外，蒲种汉民华小 
获小学组可循环铝材最 

高回收量特别奖及蒲种

星獅聯辦資源回收運動

敦陳修信華小i論
深静华小获小学组可循 

环饮料箱最高回收量特 

别奖。

星狮控股有限公司企 

业事务经理吴玉华在该 

运动闭幕仪式上说，该 
为期6个月的资源回收 
运动于3月1日至8月30 

曰期间展开，共获梳邦 

再也市议会管辖区内其 
中47所中小学参与， 

共回收了7万8564.71公 

斤可循环物资。同时， 

该运动获雪州教育局及 
Tetra Pak (马）私人

有限公司的支持。

培養良好習慣

“去年展开第一届资 
源回收运动仅获得29 

所学校参与及回收1万 
8328.12公斤可循环物 

资。值得开心的是， 

今年无论是参与学校数 

量或回收可循环物资数 

量，都有明显増加， 

成功提升学生环保意 
识。，’

也希望该项运动可灌

I诺莱妮（左3)颁发奖状及模拟支票绐敦陈修信华小，由该校老师余 
婉莛（右4)代表接领。右起为王秀金及吴玉华；左为朱古那因。

输年轻一代对环境的责 

任感，并了解良好的回 

收资源可协助他们减少

丟弃的垃圾及保护天然 

资源的重要性。

“我们致力提高学生 

对环境的觉醒，为大家 

打造一个更安全、绿色 

及健康的未来。我认 

为，鼓励学生开始回收 

资源可协肋他们从小培 

养生态醒觉的生活方式 

及关心地球。”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 

诺莱妮在会上呼吁民众 

实践每户家庭每日减少 

量公斤垃圾的目标，鼓 

励民众将厨余化作堆肥 

她说，市议会迈向绿 

色环保方向，希望达到 

零垃圾的目标，成为精 

明处理垃圾的城市。” 

她相信该习惯必须从 

小培养，希望参与该运 

动的学生能成功培养该 

良好习惯。同时，她也 

讲解断舍离的概念，并 

希望民众给予尝试。

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 
市议会副主席朱古那因 
及Tetra Pak (马）私 

人有限公司代表王秀 
金。

■众嘉宾及获奖学生，第2排左7起为朱古那因、吴玉华及王秀金<：

及使用环保袋取代塑料 
袋等，在日常生活中实 

践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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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官員粗暴捉狗釀衝突

男子報案促道歉
(梳邦再也8日讯）日前被指 

阻拦梳邦再也市议会捉狗队捕捉 

流浪狗而酿发冲突的华裔男子， 

今曰到警局报案，除了要求当局 

道歉，也促请警方对付以暴力手 

法捉狗的捉狗队人员。

事主许达明（47岁）今日在梳 

邦再也警区总部外召开记者会 

说，事发时，他与妻子因尝试阻 

止捉狗队人员粗暴捕捉流浪狗， 

但遭对方报警後，当场被警方以 

涉嫌阻碍公务员执法，被带返警 
局录供长达6小时。

他说，他对於当局的专业态度 

表示满意，指虽然在事件中，他 

不断被粗鲁对待，惟他一直保持 

冷静，不断请求当局不应该残忍 

对待动物，不料却遭到对方粗暴 

阻挡和辱骂。

他说，当时捉狗队人员利用道 

具扣住狗只的前腿後，再将它从

车里拉出，他因担心狗只的腿部 

被拉伤，因此想上前探查，没想 

到却遭到拒绝，仅能目睹当局粗 

鲁将狗只抛上货卡。

另一方面，许达明代表律师拉 

杰斯说，涉案的执法人员应在刑

事法典第323条文（致伤他人） 

下被对付，同时指许达明在阻碍 

公务员执法条文下被逮捕，是件 

荒谬的事情。

“当局发文告指我的当事人 

(许达明）因挑衅对方，才造成 

当局采取武力对付，但事实上， 

我的当事人只是要求当局不应残 

忍捕捉动物。”

他说，希望当局能就此事件正 

式道歉，同时希望当局能够改善 

捕捉方式及程序和服务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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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新聞專線 
03-33435977

■巴生新城选区共有350人获得购物礼券；左起为陈如坚、拉菲达、严玉梅及邓 

章钦。

邐出樯榔小蹶中心
小販生意增2倍市區旺起

(巴生8日讯）桔榔小贩中心拆 

迁成定局后，小贩纷纷搬迁，但让 

一些小贩意外的是，在迁入新地点 

后，生意出乎预料不降反升，有者 

生意更增加2倍，连市区产业价值 

也因此应声而起！

巴生新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钦指出， 

根据一些已经在新地点营业的小贩回 

馈，他们坦承搬迁前，都很担心生意 

不好，但是搬迁后，证明一切都是多 

虑。

他说，事实证明，勇于改变不一定是 

坏事，生意反而比以前更好。

店租紛紛漲價

“许多小贩都是在附近寻店营业，结 

果也直接带旺了整个巴生市区，许多店 

租都纷纷开始涨价了。”

邓章钦也是雪州行政议员，他今早配 

合屠妖节派发“走，去购物”礼券时指 

出，其实鲶早搬离的小贩，比较容易找

到好地点和租金相对便宜，如今整个市 

区旺起来后，租金也跟著调高了。

他说，随著租金调高后，现在才要搬 

离的小贩，恐怕已经难以拿回之前的租 

金价码。

“不过，之前一名商家的献议，即在 

市区设立小型小贩中心安顿小畈的计划 

依然奏效，但是随著当地被带旺后，可 

能细节也会出现变卦，惟当地市议员严 

玉梅，愿意充当中间人协调。”

他说，小贩都搬得七七八八，不知道 

没有搬迁的小贩，还足够为这个小贩中 

心充场吗？业主的优惠条件是否依旧， 
也需要再谈。

^今年的屠°妖节，巴生新城选区一共有 
350人获得各100令吉的购物礼券，优先 

发予低收入家庭、单亲妈妈及残障人士 
等。

°出席者还有巴生市议员严玉梅、陈如 

坚、宜康省百利广场分行经理拉菲达 

等。 ■其中一家老字号海南咖哩饭，是最早迁人市区的小 

贩。

■卫星市计划兴建一座涵盖公厕和泊车位的小贩

衛星市建新小販中心

扣0人聯署信須呈市會
章钦指出，120名居民反对在 

卫星市建立新小贩中心的签 

名联署信依然有效，必须带上去市 
议会听证会讨论。

他说，当地市议员黄智荣日前是 

出于好意，召集一场对话会，讲解 

该计划的详情，但是许多签名者没 

有出席，惟有关对话会属于市议员

因此

“只有市议会 

(政府）的听证会 

后，才能做出最后 

定夺，我们不能 

因为反对者没有 

出席，就当他们转态支持有关计 

戈丨J。，’

i也续称，反对者可能对该对话会 

不知情、基于其它原因没出席、或 

是觉得签名已经表达了立场。

他说，只有市议会官方通过刊登 
至少2分报章，才算是正式通知， 

因此有关120人的反对意见，依然 

必须上呈予市议会讨论。

智荣受询时指出，他 

尊重每一个意见，若 

有居民反对在卫星市兴建小 

贩中心，有关声首也一■定会 

被带上市议会讨论。

他没有任何意图要压制反 

对的声音，早前也特举办一 

场对话会，是希望与持反对 

立场的居民对话，以便了解 

他们的看法，可惜的是多数 

签名者，包括发起人皆没有 

出席。
u •关联署文件只有名字只有文件、没有联络方式， 

和身份证号码，没有任何联难以被市议会接受，因为不

问题和泊车位不足，如今知 

道该小贩中心会有许多泊车 

位后，对方也不再反对有关 

计划了。

“其实，该计划对我没任 

何益处，目的是为了安顿当 

地非法小贩，因此我没有必 

要压任何反对声音。”

无论如何，他希望该文 

件至少有一名代表可以联 

络，日后即使召开听证会， 

也需要邀请对方出席，否则

络方式，因此我早前也只有 

通过居民协会，希望与他们 

取得联系。

他刚刚联络上发起人，该 

名发起人坦言对该计划一知 

半解，之前是担心影响交道

排除当中会存在造假成份。

“如果因为这份没联络方 

式的文件，让我蒙上企图压 

制反对声音的污名，这对我 

非常不公平。”

□ Q

签名联署反对。

早前却遭120人 本身所办，并非官方对话会， 

没出席也不能代表改变立场。

黃
智
榮
■
■

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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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意
見

Page 1 of 1

09 Oct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4
Printed Size: 143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8,325.90 • Item ID: MY003750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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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丨1反对党，祝你好运。

过去一周，雪州马华刚好举办了代表 
大会，在大会上矢言，要立下决心，重拾旧山 

河。

有目标是好的，但所有的目标，都必须花时 

间、精神，还有努力和更努力的去实践。

希盟今天执政了中央，资源最丰富的雪州早 

在11年前就落入了当年的民联（今天的希盟） 

手里，反对党要取回雪州政权，感觉比推翻中 

央更为艰难一些。
过去11年的3届大选，国阵是输得越来越糟 

糕，今天的雪州反对党，甚至连一名华人代表 

也没有了，要重拾旧山河，谈何容易？

当然，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尤其雪州马华如今有新的领 

导层，可能也会让人民感到焕然一新。

只是，新的领导层，也要有新的作风，新的思维，否 

则，无法突破过去11年的失败，又怎重拾选民的支持？

今天的讀州，还是免不了垃圾泛滥的问题，加上雪州非 

法回收厂猖獗、三不五时断水问题，如今水费还酝酿涨 

价，这都是可以让马华发挥的材料，但他们有何短期和长 

远的应对方案？

雪州，是知识水平高的州属，是谁身体力行，是谁只讲 

不做，人民都看在眼里，否则讀州也不会在11年前写下历 
史新章。

要夺°回失去的城池，除了 一颗热忱的心，也需要一个壮 

大稳重的联盟。
还有3年多，加油吧！

雪
反
對
黨
，
加
油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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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排水管後

29區自來水德園暇
(吉隆坡8日讯）透过清洗 

排水管的做法，29个面对的自 

来水有异味困扰的地区终于解 

决了！

雪州水供管理私人有限公司 
(Air Selangor )客户服务 

和公关经理阿都拉奧夫阿末发 
文告指出，共有33个地区面对 

自来水有异味的困扰，截至昨 
曰傍晚6时，其中29个地区问 

题已获解决。

“剩余4个位于输水其他尾 

端的地区，分别是八打灵县的 

史里肯邦安、绍佳娜蒲种、乌 

鲁冷岳县的万宜第三区和瓜拉 

冷岳县的太子城，尚在进行清 

洗排水管工作。”

用户若有仍面对自来水有 
异味的问题，可以拨打15300 

，或者发送WhatsApp至019- 

2800919 或019-281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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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秀穗：丟非法固體廢料

應懲罰垃圾原主
(士拉央8日讯）日本大阪末法依查及阿查哈里、市议会 

产业技术研究所环境部技术士固体管理及环境卫生组主任阿 
田中秀穗指出，在非法固体废芬迪及副主任基克里。
料造成环境污染的课题上，执 黄伟强说，有关新加坡分局 
法当局不该只是针对丢弃垃圾是负责东盟10个国家以及印度 
者，也必须找出垃圾的原主及与斯里兰卡的促进关系，每年 
惩罚。 都会遴选适合的国家针对各种

他说，在日本，也存在有者问题展开交流及研究方案。
在政府保留地上非法丟弃工业 “这次我们士拉央市议会成 
或商业垃圾的问题，执法单位为了他们交流的对象，一方面 
清理了，问题重现。 值得荣幸，一方面也为我们的

他说，人们必须给予执法单垃圾付管理素质有感羞愧。”
位配合，才能有效管制问题。 他说，有关分局也特别邀请

“我认为，要采取更有效的田中秀穗参与交流团，本次的丨士拉央市议会带领日本地方政府国际化协会新加坡分局 
行动，最重要的是找出垃圾的交流团将于10日结束，再总结代表考察非法丟垃圾。左排3起为本田雅美、黄伟强、莫 
原主及惩罚，不仅仅是惩罚丢一个报告。 哈末法依查、田中秀穗及拉欣。
弃垃圾的人。”

交流團10曰結束

他今日跟随士拉央市议员黄 
伟强带领市议会官员及日本地 
方政府国际化协会新加坡分局 
(J.CLAIR SINGAPORE)代表，

前往双溪苔都河畔的水利灌溉 
局保留地考察非法垃圾问题 
时，这么指出。

出席者包括日本地方政府国 
际化协会新加坡分局副经理本 
田雅美及井上和哉、高级研究 
员萧明洋、鹅唛国会选区政治 
秘书拉欣、士拉央市议员莫哈

@伟强强调，除了家庭垃 
M圾，工业和商业垃圾都 
不在市议会和垃圾承包商的 
合约范畴内，额外清理将加重 
开销负担。

他说，奈何现有的法令架 
构，并没有强制商家和厂家出 
示处理垃圾证据的条例，作为 
更新执照的条件之一。

額外清理加重市會負擔
“当接获居民投诉，市议会 

和垃圾承包阅还是配合去清 
理，这对我们不公平。”

他说，无论如何，地方政府 
的微型法令权力有限，这必须 
从中央政府和州政府著手修改 
或拟定新法令。”

“我也认同日本代表说的， 
要找出垃圾的原主加以惩罚， 
因为一些商家和厂家，甚至居 
民是委托搬迁公司处理垃圾， 
后者随後乱丢垃圾，制造了环 
境问题，两者都需要负责。” 

黄伟强说，双溪荅都河畔旁

的垃圾问题已存在5年，但这 

两年更频密发生。
“而这里也被擅自开辟成通 

往双溪都亚的小路，这是不对 
的，属硬闯政府保留地。” 

要处理家庭大型垃圾的居 
民，可联系 〇19-3759592/019- 
3753980，或下载iClean手机 

应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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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在去年的全国大选 

中，用选票拒绝“盗 

贼”政府的原因。

他指出，希盟政府致 

力廉洁施政，贪污的歪 

风不可助长，因此他希 

望在来临的丹绒艾比国 

会议席补选，不论是巫 

统、马华或是最近才和 

巫统结盟的伊斯兰党派 

出人选，都不值得取得 

选民的信任和选票。

“贪污的‘淤血’必 

须彻底清除，才能迈向 

新马来西亚。”

黃思漢:s_有化國庫
反貢曽追glMDB失款顯小(莎阿南8日讯）金 

銮区州议员黄思汉说， 

国阵成员党包括马华雪 

州联委会被反贪会追讨 

一马发展公司失款，显 

示了该党把国库“私有 

化”为党库。

他促马华雪州联委会 

除了需要尽快退回款 

项，其主席黄祚信也有 

必要向民众交代为何涉 

及在此案中。

他发表文告赞扬反贪 

会积极处理这起备受国 

际瞩目的贪污案，展开 

大马史上最大笔的追款 

行动。

他说，反贪会主席拉 
蒂法公开了涉及人士和 

单位的名单，涉及的政 

党包括巫统、马华、国

进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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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8日讯）为了舒缓上下课时段 

拥挤的交通和提高安全性，双溪龙华小 

将在学校A门前面增设一个入口，让家 

长可以把车驾到学校门口，让学生直接 

进学校。

双溪龙华小副董事长李国魂说，董事部早在 
2016年便有这项计划，但由于校外的空地属於 

政府地，需要等政府批准才能进行计划。
他说，董事部在两周前终於获得加影市议会 

批文，但市议会要求提呈一份交通影响报告。
他今日与董事部财政罗宗荣、董事梁照胜以 

及家协理事官志彬在一项记者会上，这样指 
出，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也在场。

李国魂说，董事部计划从学校外面的主要道 
路，兴建一条衔接路衔接至A门前，让学生家 
长从这个路口进入，再从B门前面出。

料耗5萬

他说，这可避免家长在上下课时段，挤入学 
校前面的空地进行u转，造成校外交通严重阻 

塞〇

"1也指出，许多学生家长为了避免在学校外面 
的空地L:转，而让学生在马路边下车，有些甚

至是在对面马路放下孩子，十分危险。
“为了学生安全，这项工程会在今年的年 

终学校假期进行，预计工程费要5万令吉。” 
双溪龙华小学生人数目前有2050人，明年一 

年级新生人数有400人，届时学生人数与家长 

车辆都会増加。

T目前一些学 
生在校外马路 

下车走到学 

校。

—学校开多一 
个路口有助减 

少校外的交通 
阻塞情况。

宜国会议员王建民 
夕」拨款1万8500令吉， 

协助双溪龙华小在校外 
増设一条人行道，方面 
学生与家长使用。

行动党加影市议员刘 
佳达说，有关工程在9 

月10日施工，如今已竣 
工，承包商会在3个月内 

的保修期，维修人行道 
损坏部分。

他说，这条宽约1.2公 
尺的人行道全长107公 

尺，建设在路肩上，人 
行道边也加设篱笆，以 
隔开人行道与沟渠。

他周|与学校董事部 
代表一起检查人行道工 
程时，这样指出。

“这条人行道之前路 
面凹凸不平，随著学生 
人数越来越多，家协早 
前向王建民申请拨款建 
设这条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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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雨新知慕名光顧

桔榔小販中心遷業更旺
(巴生8日讯）巴生桔榔 

小贩中心因让路轻快铁工 

程而进行拆迁已成定局， 

许多营业多年的小贩都无 

奈陆续搬迁，不过却没想 

到搬迁的新店或新小贩中 

心环境舒适，不仅吸引老 

顾客继续光顾，且还吸引 

到新食客慕名而来，一些 

小贩的营业额至少翻倍， 

甚至提高到两倍之多。

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城区州议员 

拿督邓章钦说，根据在原先在桔榔小 

贩中心营业的小贩回馈，搬迁新店或 

新小贩中心后，生意额相比以前都更 

好，这也证明了勇于改变不一定是坏 

事，生意反而比以前更好。

他今早出席该选区屠妖节“走，去 

购物”活动后说，许多小贩当初坦诚 

搬迁前，都很担心生意不好，但是搬 

迁后，证明一切都是多虑。由于不少 

小贩提早搬迁，比较容易找到新店 

面，而其中不少搬迁到市区的店面， 

生意好得不得了，间接带旺了市区， 

也造成市区的店面租金水涨船高。

对于那些尚未搬迁的小贩，邓章钦

■邓章钦（左四）等人出席该选区屠妖节“走，去购物”活动。

说，可能面对到_些困难，尤其一些 

店面租金已提高，可能无法租到比之 

前好的租金。

迟来的小贩可能给贵租

“在这之前，曾有业主提出非常好 

的优惠让该中心的小贩入驻营业，但 

如今市区店面非常兴旺，不确定业主 

当初的献议是否还在，但若有小贩有 

这意愿，该区市议员愿意协助小贩再 

接洽业主。

另一方面，针对巴生卫星市欲要兴 

建小贩中心，卫星市居协有提呈120 

人反对的签名名单，但似乎不会交给 

市议会，是否存有"消咅"争议一 

事，邓章钦直言，既然当地居协有提 

呈反对的签名名单，理应交给市议 

会。不过，负责领养该区市议员召开 

聆听会的用意是好事，不过该聆听会 

并非是官方政府举办，不能当作官方

“政府传达讯息有真正的途径，尤 

其需要登载在至少两家报章媒体才符 

合法规，所以任何人民代议士透过社 

交平台通知讯息，都不能算数，不具 

法律意义。”

黄智荣受询时说，他尊重每一个意 

见，若有居民反对在卫星市兴建小贩 

中心，有关声咅也一定会被带上市议 

会讨论。

“其实，该计划对我没任何益处， 

目的是为了安顿当地非法小贩，因此 

我没有必要压任何反对声音。无论如 

何，我希望该文件至少有一名代表可 

以联络，日后即使召开听证会，也需 

要邀请对方出席，否则只有文件、没 

有联络方式，难以被市议会接受，因 

为不排除当中会存在造假成分。” 

出席今日活动者包括巴生市议员陈 

如坚和严玉梅。（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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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捕流浪狗视频引争议

雪苏丹后表遗憾
(吉隆坡8曰讯）地方政府捉狗队 

粗暴捕捉流浪狗视频网上流传引起争 

议后，雪兰莪州苏丹后东姑诺拉丝金 

表示对此感到遗憾。

东姑诺拉丝金也是“雪州零流浪动 

物” （Stray-Free Selangor)运动的皇 

家顾问，她周一在雪州王室脸书发布 

声明说，尽管举办了许多对待流浪动 

物的醒觉运动，但这种虐待仍然在发 

生，令她感到失望和悲伤。

“我对视频感到非常伤心，该视频 

显示梳邦再也市议会（MPSJ)员工试 

图以完全不人道的方式捉住流浪狗。” 

“我敦促当局在处理涉及遭遗弃动 

物的案件时，要更加敏感和人道。” 

她说，她被告知雪州地方政府，公 

共交通和新村发展委员会主席黄思汉 

已对市议会捉狗队人员的虐待行为表 

达歉意。

她强调，当局必须严格遵守捕捉流 

浪动物的程序，以确保不会伤害到动

物，以及顾及相关人员的安全。她认 

为，有关程序需也要根据情况进行调 

整和实行。

“我敦促所有人，无论是当局还是 

公众，都要对需要关怀和照顾的流浪 

动物抱有同情心。”

她提醒各方在2015年动物福利法 

令下，犯下虐待动物罪的人可面对2 

万至1◦万令吉的罚款，或最高3年的 

监禁。

上周开始在社交媒体流传的一段4 

分钟13秒的视频，显示数名梳邦再也 

市议会捉狗队人员在路旁停车位捕捉 

一只流浪狗，尽管现场有一女子以毛 

孩没咬人为由哭求“放过”属于她的狗 

儿，惟捉狗员坚持根据程序办事，不 

予理会，双方一度发生语言与肢体冲 

突，其中一人更对着一名企图阻止捉 

狗的男子爆粗，场面火爆。流浪狗最 

终被强行拉抛上车抓走，视频也显示 

女子的手掌流血。#

*‘參 Selangor Royal Office
20 hrs Q

7 0ktober2019、

KENYATAAN AKHBAR DYMM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CRASHIKIN 3ERHUBUNG I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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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a amat kesai apabila diperlihaikan dengan satu klip video yang 
menunjuKKan beberapa anggota Majlis Perbandaran Subang Java 
(MPSJ) cuba menangkap seekor anjing terblar secara ganas ..
See more 
See Translation

对
待
动
物
。

雪
兰
莪
州
苏
丹
后
东
姑
诺
拉
丝
金
通
过
雪
州
王
室
脸
书
发
表
声
明
，
敦
促
执
法
当
局
勿
粗
暴

Page 1 of 1

09 Oct 2019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59,667 • Page: A5
Printed Size: 24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781.00 • Item ID: MY003750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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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讯）民主行动党霹雳州

主席倪可敏今天在武吉阿曼警察总 

部，针对“倪可敏超级粉丝俱乐部” 

面簿t?页涉嫌侮辱雪兰莪州苏丹沙拉 

夫丁一事录取口供。

倪可敏也是国会下议院副议长， 

他今天下午1时26分抵达警察总 

部，大约下午3时乘坐官车离开。

陪同者包括霹雳州议会议长拿督 

倪可汉、日落洞国会议员雷尔、武吉 

牛汝莪国会议员兰加巴、华都牙也国 

会议员两华古马及太平国会议员郑国 

霖等。

要求警方对付纳吉

倪可敏对记者说：“我刚才呈交 

一份报告和证据，以协助警方调查。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其面簿 

中污蔑我，我也促请警方采取行动对 

付。”

此外，武吉阿曼刑事调查局总监 

拿督胡兹尔证实，警方在煽动法令第 

4 (1)条文下调查此案。

粉丝面簿专页涉嫌辱苏丹

倪可敏到武吉阿曼录供

mm

倪可敏到武吉阿曼录供后，获得同僚到场打气。左起为西华古马、倪可 

汉与雷尔；右二起为郑国霖与兰加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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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蕉赖双溪龙华小
免与车辆擦肩而过添风险

建走顏学校惠及学生
(加影8日讯）蕉赖双溪龙华小前107 

公尺长的走道完成后，逾2000名中小 

学生从此避开与车辆擦肩而过的风 

险。

走道是从双溪龙国中河旁开始衔 

接到双溪龙华小出入口处，家长把车 

辆停在路旁让孩子下车后，孩子可从 

走道走向学校范围。

t道丁程未讲行前是 

路肩，除了凹凸不 

平，也有家长也把车辆驾上路 

肩，危及学生的安全。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今早召 

开记者会说，走道工程耗资1 

万8547令吉10仙，由万宜国 

会议员王建民拨款兴建，随着 

今天完成107公尺长、2公尺 

宽的走道工程，大沟旁也会 

筑起15公尺宽的篱笆，以防 

学生跌落沟。

“接获董事会和家协的投 

诉指学生走在路肩危险万分 

后，就向国会议员申请拨款以 

便把路肩辟为走道。”

他说，走道建成后，不 

只惠及双溪龙华小的学生， 

也惠及毗邻双溪龙国中的学

双溪龙华小前的走道已建成，左起罗宗荣、梁昭胜、管志彬、 

李国魂及刘佳达。

生。 出席者有双溪龙华小副董

双溪龙华小和国中的学生 事K：李国魂、董事梁昭胜，家 

分别有逾2000人。 协财政罗宗荣及委员管志彬。

辟通道通A门纾缓交通
罗宗荣说，该校有2050 

位学生，上午班三至六年级有 

1150位学生，下午班一至二年

级是900位学生。

他说，在上下午班上下课 

的颠峰时段，校前交通堵塞一

片，走道未建起前，学生连走 

路的空间都没有，时常与车辆 

擦身而过。

他说，走道建成后，另一 

计划是在大沟旁开一条通道让 

车辆直驶向A门，纾缓B门 

的拥挤，现有的情况是B门 

范围不大，家长倒退车子时造 

成A门出现严重的堵塞。

“两周前，校方已接获加 

影市议会工程组的来函指开通 

以上的通道，市议会没异议， 

不过，我们需要拨款开辟通 

道。，’

“开辟新通道工程将在年 

杪的学校假期进行，以赶在明 

年1月有新学年完成，明年， 

本校的学生人数增加到2450 

人。”
衔接A门的新通道工程料在年杪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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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建小贩中心遭反对

抛市会办听证会定夺
(巴生8日讯）巴生新镇州议员拿督邓 

章钦说，基于负责市议员早前举办的对 
话会不具法律效用，逾百人反对卫星市 

拟兴建小贩中心计划一事必须在市议会 

举办听证会后，才能决定是否推展。

他说，官方事务需在至少2份报章 

刊登通告，才算是正式通知及具有法律 

效用，反之若国、州议员或市议员，只 

通过电子媒体、文告等发布信息，是不 

具法律效用的。

“市
议员接获上述120 

人联署反对信函， 

有责任把名单提呈市议会以通 

过举办听证会了解民意，以决 

定是否推展有关计划。”

他今日配合屠妖节派发 

“走，一起去购物”的购物券 

后，受媒体询问时这么说。

邓章钦表示，有关市议员 

或不理解程序，但，其所召开 

对话会乃出于一番好意，借此 

听取民意之余，也希望向大家 

解释有关发展计划的用意。

他也说，反对者没有出席 

对话会，也不能解读为不反对 

有关发展计划，W为其一、他 

们可能认为已通过联署向市议 

员传达反对心声，其二或是在 

被动情况而联署，木身没有强 

烈反相关计划，以及其三，联 

系不上而没有出席对话会。

早前，由于卫星市小贩非 

法摆摊问题猖撅，约40、50 

个没执照的档口随地摆档，引 

发许多民生问题，为此，市议 

会建议在巴生卫星市国中对面 

一块空置地段兴建小贩中心， 

以便安顿街边非法摆档小贩。

:

陈如坚（左起）、拉菲达、严玉梅及邓章钦出席颁发屠妖节 

“走，一起去购物”的购物券。

黄智宋：会在市议会反映

没意图压制反对声音
市议员黄智荣受询时说， 

澄清说木身并没有意图压制反 

对声音，反之他尊重每个意 

见，若有居民反对在卫星市兴 

建小贩中心，一定会在市议会 

反映及讨论有关反对声。

“旱前特別举办对话会， 

是希望与持反对立场的居民对 

话，了解他们的看法，可惜多 

数签名者，包括发起人皆没有 

出席。”

“有关联署文件只有名字 

和身分证号码，却没附上联络 

方式，因此我只通过居民协会 

通知，希望可与他们取得联 

系。这份没联络方式的文件， 

或U:我蒙上企图压制反对声音 

的污名，也对我非常不公 

平。”

他说，无论如何，他希望

该文件至少有一名代表可联 

络，日后就算召开听证会，也 

需要邀请对方出席，否则只有 

文件、没有联络方式，也难以 

被市议会接受，当中也可能存 

在造假成份。

另外，他也提到木身已联 

络到发起人，对方坦言对发展 

计划一知半解，之前是W担心 

影响交通和停车位不足的问 

题，所以才反对，如今获悉该 

小贩中心会有保留停车位，也 

不再反对了。

“其实，我没在相关计划 

获得任何好处，目的只为安顿 

当地非法小贩，所以我没必要 

打压任何反对声音。”

卫星市拟兴建小贩中心计划遭百人联署签名反对 

心停车位不足及交通堵塞。

主要原因是担

桔榔小贩迁新店生意旺 

推高巴生市区产业租价

巴生市区店铺租金间接被带旺

桔榔小贩中心拆迁大限遥 

近，不少小贩纷纷到附近市区 

寻找店铺搬迁，有者反映生意 

出乎预料改善，甚至增加2 

倍，就连市区产业租价也应声 

而起！

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镇 

州议员拿督邓章钦说，根据一 

些已在新地点营业的小贩回 

馈，搬迁至新地点营业后，其 

生意反而比以前更好，这也证 

明了愿意改变，或将取得更好 

的发展。

“有许多小贩都在市区附 

近寻找店屋营业，结果也间接 

带旺整个巴生市区的产业租用 

率，甚至租金纷纷被推高。” 

他说，一早搬迁者也比较 

容易找到好地方，租金也比较 

合理，而且空间更舒适，生意 

也都旺了起来。反之，迟迟不 

搬迁的，现在才要在市区找地 

方的，反而会面对一些闲难， 

因为据闻租金已提高。

询及早前有商家提出租借 

店铺给小贩的献议，邓章钦表

示，有关2间店铺依旧空置， 

惟随着该区产业被带旺后，可 

能细节有变卦，当地市议员严 

玉梅仍愿意充当中间人协调。

“不过，小贩搬得七七八 

八了，不知未搬迁小贩是否足 

以为所献议的小贩中心充场， 

业主又会否愿意以同样优惠条 

件献议，则可能需要再谈。”

出席者包括巴生市议员严 

玉梅、陈如坚及宜康省百利广 

场分行经理拉菲达等。今年的 

屠妖节，巴生新镇选区共有 

350人受惠，以获取100令吉 

购物券，主要优先发给低收人 

家庭、单亲妈妈及残疾人士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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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可敏录fP5小时
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 

周二以证人身份，针命 

面子书专页「倪可敏超级4 

丝倶乐部」涉嫌侮辱雪州名 

丹一案，应警方传召录供，

历时一小时半。

倪可敏表示，已就前首丨 

相纳吉的面子书涉嫌制造布i 
专页来抹黑及诬蔑自己的 

据，交给警方调查。

图为倪可敏（左4)在霹 

雳华都牙也囯会议员西华 

玛（左起）、霹震木威囯答 

议员倪可汉、槟城日落洞 

会议员雷尔、以及霹震太托 

囯会议员郑囯霖（右起 

雪州杜顺大州议员艾德里起 

槟城武吉牛汝莪囯会议员 

卡巴星的陪同下，抵达武^ 

安曼警察总部。 -邱继贤‘

y>报导A2

■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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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蓄纖擇蟲意

面事辱雷男;丹驀

倪可敏是在行动党木威国 

会议员拿督倪可汉、两名代表 

律师和数名党领袖陪同下，于 

下午1时30分抵达武吉安曼警察 

总部，并于下午3时步出警察总 

部后召开记者会。

「我今曰是以证人的身份 

来协助警方调查。纳吉拉萨的 

专页被发现制造假专页来抹黑 

及诬蔑我，来煽动华社对雪州 

苏丹的不满。」

他呼吁警方就此调查纳吉 

拉萨面子书专页，同时采取法 

律行动，防止假新闻流传。

「纳吉拉萨面子书专页存 

有很大的嫌疑，我相信法律公

正，警方应尽快调查该专页， 

也确保假新闻不危害国家。」

当被询及是否会被二度传 

召录供时，他表示，今日长达 

1小时30分钟的录供程序已经完 

整。「我也已经将证据交由警 

方，以助查此案。」

斥纳吉发布假新闻

他补充，上载雪州华文 

路牌课题贴文的专页「救世黄 

鸭」版主已经报案，证实该贴 

文与他或行动党无关。

另一方面，武吉安曼警察 

总部刑事调查部法律与检控组

(D5 )主任米尔法立达拉高级 

助理总监受询时透露，继倪可 

敏被传召后，警方亦将传召纳 

吉录供。「警方将传召纳吉录 

供，但仍未确定日期时间。」

纳吉是在日前通过面子 

书指控「倪可敏超级粉丝俱乐 

部」专页，就雪兰莪州华文路 

牌的课题’试图爐动华裔不满

雪兰莪苏丹的贴文。

倪可敏随后发文告，澄清 

相关面书专页并非他本人或行 

动党所拥有，更怒斥纳吉发布 

假新闻。

他也针对有人冒用上述粉 

丝专页，发表煽动华裔不满雪 

州苏丹课题，通过其高级机要 

秘书郑传毅向怡保警察报案。

吉隆坡8日讯|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今午以 

证人身份，针对面子书专页「倪可敏超级粉丝俱乐 

部」涉嫌侮辱雪州苏丹一案进行录供程序，并呼吁警 

方调查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面子书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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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flUi申谓指标 
建筑U省时减成本

怡保8曰讯|怡保市长拿督拿督阿末苏艾迪表示，怡保市政厅在3年前推 

出建筑执照申请指标（Dealing with Construction Permit，DCP)后，已 

成功缩短申请过程所耗费的时间，令发展商及市政厅等节省时间及成本。

他举例，怡保市政厅在接获 

一项油站计划申请时'过去需要 

经过38项程序后方可批准，如今 

有关程序已锐减至10项，同时申 

请完工证书（CCC )的时间，也从 

175天的工作天，缩短至59天完 

成。

他相信采用上述指标将大大 

提高当局批准准证过程的效率， 

这对发展商及市政厅都带来俾 

益0

阿末苏艾迪今午为怡保市政 

厅建筑执照申请指标主持推介仪 

式时，在致词时如是指出。出席 

者包括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地方政 

府局副总监莎米拉、大马房地产

发展商协会（REHDA )霹州分会主 

席邱文传等。

无论如何，他续说，上述指 

标只所涉及的建筑仅限小型发展 

工程，例如油站、店铺、廉价酒 

店、办公室、餐馆、展示厅、礼 

堂、幼稚园、工厂及货舱等，其 

他大工程如公寓并不在内。

此外，他表示，霹州在2018 

年共接获5754项发展项目申请， 

其中40.5 %或2332项申请是来自 

怡保市政厅，他相信推行建筑执 

照申请指标后，将成为怡保持续 

发展的推动力。

莎米拉则说，全国目前有6 

个地方政府在推行上述指标，其

中怡保市政厅是第一个推行该指 

标，其余有亚庇市政厅、莎阿南 

市政厅、槟岛市政厅、威省市政 

厅及新山市政厅。

她指出，新山市政厅、亚庇 

市政厅及威省市政厅从去年杪至 

今年，已陆续正式推介各自的建 

筑执照申请指标，怡保是第4个进 

行推介，目前有待莎阿南市政厅 

及槟岛市政厅推介。

根据指标所涉及的申请条 

件阐明，发展工程范围小于一英 

亩、在遗产区以外、非分层地契 

建筑、不涉及环境影响报告的轻 

工业、不超过三层楼、新建筑或 

重建，以及不可分割的地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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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8日讯|雪州

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披 

露，雪州政府在11年来 

都在支持华人神庙和非 

伊斯兰宗教的发展，希 

望神庙组织在建庙事宜 

Uy上务必遵循法律程序。

邓章钦指出，过去 

11年雪州政府总共批了 

325片庙地，以及4800万 

令吉拨款予非伊斯兰宗 

教发展用途。这都彰显 

出雪州政府全力支持非 

伊斯兰宗教的发展。

「庙地和拨款得来 

不易，希望所有宗教团 

体在建设膜拜场所时， 

必须要遵守政府所制定 

的法律与政策。」

邓章钦今日为巴 

生武吉古达兰达善路的 

「何府三军庙」主持奠 

基仪式时，作出上述发言。他也 

宣布将会再拨款5万令吉予何府三 

军庙作为建庙基金，加上早前已 

拨出的5万令吉，总共10万令吉。

何府三军庙新庙建委会主席 

梁健兴则说，新庙建筑图测在年 

中已获得官方各部门核准，并已 

完成招标工作，遴选出承包商。

「本庙预计耗资100万令 

吉，至今己筹获50多万令吉，希 

望各界继续慷慨捐助。」

有意捐献者，可联络建委会 

主席梁健兴012-267 8849，或交 

际李锡明012-219 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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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勁鴻

(八打灵再也8日讯）R前因阻拦 

梳邦再也市议会捉狗队人员捕捉狗只而 

起冲突的一名华裔男子，今日向警方报 

案，要求警方对付那些以暴力手法对待 

流浪狗的捉狗队人员。

现年47岁的男事主许达明今日在两 

名律师的陪同下，前往梳邦再也警区总 

部报案。

他指出，当天他与妻子因尝试阻止 

捉狗队人员逮捕一 R流浪狗而遭对方报 

警，并因涉嫌阻碍公务员执法，而在警 

局接受录供6小时后才获得警方口头保 

释。

许达明（中）在两名律师陪同下 

报警，希望警方对付那些以暴力手法 
对待流浪狗的捉狗队队员。

执法人员拉伤，因此趋前检查，不料却 

遭到对方拒绝。”

他说，他只能看着执法人员拖着流 

浪狗，然后再用工具扣住狗的颈项，就 
这样将整只重达25公斤的狗抛上卡车， 

狗在被抛上车后，就没有了动静。

许达明指出，事后有爱狗人士及协 

会曾尝试想要到梳邦再也市议会查看那 

R狗的情况，但都被阻拦^

另外，许达明的代表律师拉杰斯 

向媒体指出，这些涉案的执法人员应该 

在刑事法典第323(蓄意伤人)条文下被对 

付。

没向队员动粗或语言激怒 律师：被指阻碍公仆执法荒谬

许达明在报案后向记者娓娓道出当 

时的情形，并表示他并没有向市议会捉 

狗队队员动粗或用语言来激怒对方，而 

是一直不断的请求对方对流浪狗法外开 

恩，不料却遭到对方粗暴劝阻及辱骂： 

“我当时看到执法人员是用捉狗道 

具先扣住狗的前腿，然后尝试将狗从车 

底下拉出来，我当时因担心狗的腿部被

他认为，其事主被警方援引阻碍 

公务员执法条文扣留，是一件荒谬的事 

情。

“我希望雪州政府能正式就此事道 

歉，并且对涉及暴力对待狗的捉狗队队 

员采取行动，同时也希望当局改善捕捉 

流浪动物的程序，确保以粗暴手法对待 

流浪狗的事件不再发生。”

指
執
法
員
暴
力
手
法
捉
流
浪
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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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拉央市會與日代表實地考察

非法垃圾墁
(士拉央8日讯）士拉央 

市议会联同日本地方政府国际 

关系促进会（JCLAIR)新加 

坡分部，考察管辖范围内的各 

大非法垃圾场，并通过这次的 

交流活动探讨非法垃圾问题的 

解决方案。..

今天的考察出动市议会固体废 

料管理组、执法组、园艺组及市议 

员的参与，同时也通过日本地方政 

府国际关系促进会，邀请来自日本 

大阪产业技术研究所的环境部研究 

院田中秀穗特别来马参与考察。

田中秀穗表示，日本仍有地方 

是同样面对垃圾问题，甚至也出现 

在有关部门进行清理后，同•个地 

方再次出现垃圾的情况。

他认为，政府在对付非法丢 

垃圾问题上，必须严惩非法丢垃圾 

者，当中也包括丢垃圾者及垃圾的 

原主，并指在找出问题的根源下， 

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

此外，他也说，地方政府也必 

须与居民合作，并认为这是很重要 

的，唯有与居民合作下才能解决相 

关问题。

WELCOMESM WELC
wjam msn^sm

:巧零

T 士拉央
市议会联同日

本地方政府国

际关系促进会

新加坡分部代

表，到区内多
个非法垃圾场

进行巡视及考

察。

士拉央市议会及日本地方政府国际关系促进会代表在完成巡 

视后合影。前排左四起为本田雅美、阿芬迪、黄伟强、莫哈末法 

依沙、田中秀穗、拉欣、阿扎哈里及兹克里。

黃偉強：

€鑑日本垃圾處理法
執法及教育解決問題根源

、拉央市议员黄伟强表示，这次获得日本地方政 

.府国际关系促进会选中作为在我国交流的地方

政府，是荣幸也有不光采，因虽然市议会凭着积极解决 

垃圾问题的态度获得该会相中，但同时也显现市议会区 

内面对垃圾问题。
“日本是国际上被公认在垃圾处理上表现最好的国 

家之…，因此市议会可以通过这次的交流，向他们借鉴 

处理垃圾问题的方式。”

他也说，该部一行人是于本月5至9日期间到大马与 

市议会进行交流，并于今日在市议会的带领下，前往虫 

拉央区内多个非法垃圾场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也将会在 

考察的最后一天与市议会对今日的考察结果进行研讨， 

同时对该如何解决相关问题提出建议。

黄
伟强指出，根据田中秀穗提出的建议，与他过 

往对市议会所提出解决方案的建议相符，既是

执法及教育。

他强调，市议会只处理家庭垃圾，而处理商业及工 

业垃圾并非市议会的范围内，然而这些非法垃圾场大多 

都是商业及工业垃圾。

他举例今日所巡视的位于黑风洞火车站后方的非法 

垃圾场，虽属于水利灌溉局的河畔保留地，却被当地居 

民利用成为出人双溪杜亚及火车站的捷径，同时也被垃 

圾虫看中成为丢垃圾的据点。

其他出席者包括日本地方政府国际关系促进会新加 

坡分部副总监井上和哉、副主任本田雅美、高级研究员 

萧明洋、鹅唛国会选区政治秘书拉欣、士拉央市议员莫 

哈末法依沙及阿扎哈里、士拉央市议会固体废料管理组 

主任阿芬迪及副主任兹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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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 (马）私人有限公司的支持

“于去年展开的第一届的资源回 
收运动仅获得29所学校参与及回收1万 

8328.12公斤可循环物资。值得开心的 

是，今年无论是参与学校数量或回收 

的可循环物资数量，都有明显增加， 

成功提升学生的环保意识。”

她希望该项运动可灌输年轻一代 

对环境的责任感，并了解良好的回收 

资源可协助他们减少丢弃的垃圾及保 

护天然资源的重要性。

(首邦市8日讯）第二届星狮及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办的资源回收运动 
中，-共N收了7万8546.71公斤可循 

环物资，其中敦陈修信华小勇夺小学 
组亚军，每名学生平均回收5.63公斤 

可循环物资。

优胜名单出炉

该资源回收运动小学组冠军由蒲 

种市中心国小一校夺下，该校每名学 

生平均回收8.27公斤可循环物资。另 

外，蒲种汉民华小获小学组可循环铝 

材最高回收量特别奖及蒲种深静（哈 
古乐）华小获小学组可循环饮料箱最 

高回收量特别奖。

星狮控股有限公司企业事务经理 
吴玉华在该运动闭幕仪式上表示，该 

为期6个月的资源回收运动于3月1日至 

8月30日期间展开，共获梳邦再也市议 

会管辖区内其中47所中小学参与，共 

回收了 7万8564.71公斤可循环物资。 

同时，该运动获雪州教育局及Tetra

众嘉宾及获奖学生合影。第二排左七起为朱古那因、吴玉华及王秀金。

—诺莱妮（后 

排左二）颁发奖状 

及模拟支票给第二 
届星狮及梳邦再 

也市议会主办的资 
源回收运动小学组 

亚军得主敦陈修信 

华小，并由该校老 
师余婉莛（后排右 

三）代表接领。右 

起为王秀金及吴玉 
华；左一为朱古那 

因。

回收逾7萬公斤廢舊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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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林淑敏

在县议会转亏为盈后，县内的公共设施包括公园，均有明显的提异。

創新電子化追債策略奏效

(乌雪8曰讯）仓撕 

改革、电子化管理与“追 

债”策略奏效，乌雪县议 

会一扫颓气，收入成为雪 

州4个县署之中的冠军！ 

尽管在2015年，县 

议会被揭发负债累累，遭 

用户拖欠高达7000万令 

吉的门牌税，以致仅有行 

政经费而苦无发展资金， 

但在各组积极整合与改革 

之下，于2017年收入已 

达到8350万令吉，遥遥 

领先瓜雪、瓜冷以及沙白 

县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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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冬加里是乌雪的新兴商业区，提供县议会可观的税收。

島雪收入思雪縣會
官員表現須更強管好公務

苏基里指将 

在两年内，全面 

电子化县议会的 

各项服务。

为了提供更多方便，县议会在桃源岭亦设有分局，使当 

区居民无需舟车劳顿到新古毛处理各重公务„

t基里表示，县议 
2>会所获派的各级 

官员，无论是在数量或官阶 
上，皆不如具有市议会等级 

的地方政府。

“可是我们却必须有比 

市议会更强的表现，方能将 
拥有23万7600居民，管理面积 

达到17万630公顷的的县署公 

务处理妥当。

“乌雪面积占了雪州 

的22%，不仅需与另外11个 

地方政府共享州政府拨下的 

资源，更因为级别太小，所 

以分到的资源远远不比市议

会和市政局。我们丁作的繁 

重，可见一斑。”

他说，县议会在近年所 

推行的电子付费系统，使居 

民得以在足不出户的弹指之 

间，便完成支付门牌税的程 

序，成功收取更多税收。

4雪县议会主席苏基里表示，今年收入已达9200万令 

吉，预计在明年会更进一步增长至9900万令吉：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于今年7月针对地方政府表现所发 

布的报告，在全国95个地方政府中，有10个分布于雪兰莪、柔 

佛、沙巴、吉打和霹雳的财务表现最为杰出，而乌雪乃雪州县 

署之冠。”

他在接受访问时告诉《大都会》社区报记者，虽然乌雪坐 

落于雪州最北之处，四周山林环抱，在过去予人偏僻和落后的 

观感，但身为地方政府，县议会肩负着重新打造、使之脱胎换 

骨的使命。

“虽然我们仅是一个县署，但在各方的配合下，收人却不 

比市议会或市政局逊色。

“乌雪县议会最大的挑战，是以县署的小型规模来管理如 

同马六甲州般大的面积。换言之，我们必须以有限的人力和资 

源，来承担等如市议会甚至是市政局的工作量。”

办醒觉运动拉近距离
“此外，极具创意的官 

员推出许多醒觉运动，包括 

每月•度的无车日绿行，拉 

近与居民的距离，让他们明 

白缴付门牌税的重要性也应 

表一■功”

4雪县议会放眼在两年内，全面 

电子化地方政府事务。
苏基里指出，在他接任主席-职 

后，除了保留前人留下的良策，也极为 

鼓励各组官员电子化业务，以顺应雪州 

政府的政策。

“为了简化作业和提高服务素质， 

以最小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应，县议会 

的目标是在两年内将全部服八 

务项目改为电子作业系

统。.

“电子化是政府的最终目标，无现 

金消费环境已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制定预算政策以民为重 

他说，县议会在筹措财政预算和制 

定未来政策前，均会以民为■以进行 

人性化管理r8

“目前，我们正在设法开源节流， 

以便分发出更多的资金来发展乌雪和提 

升本县居民的福利。”

高壓手段制定“討債”政策
价，使门牌税有所调涨。

折扣福利鼓励业主还税
&雪县议会早在国阵年代便因政策…成不变，无法有效 

q向居民收取门牌税而面临财困。
直至2015年，从士拉央市议会调往乌雪升任为县议会主席 

的莫哈末再因，为求收回庞大的欠税额，以高压手段制定各种 

“讨债”政策，包括沿门挨户发通告、设立流动柜台、围捕企 

业大鱼、充公财产“以物抵债”和推出分期付款清还欠税等方 

案后，迅速鱼跃龙门，收人水涨船高^

此外，莫哈末再因也调涨20年来未曾调整的商业执照费， 

在相隔19年零6个月后重新评估全县工业区与花园住宅区的地

为了收回更多欠税，县议会也于2016年让桃源岭、武吉柏 

伦东、大红花花园（TBR)、柏礼玛柏伦东、冷巴柏令京和双 

溪布亚镇这6区丢空多年的产业，享有下半年大扣90%门牌税的 

福利，鼓励业主出来偿还欠税。

据了解，这6区因为发展不顺遂而丢空的产业数目居乌雪 

之冠，甚至曾发生有人以丟空的店铺饲养牛羊以求赚取租金， 

减低损失的事件:许多业主在投资失利后丢弃房产和消失无踪 
多年，以致欠税累累，在县议会7千万令吉的欠税中有70%的欠 

税额来这些业主。 今年首3季，乌雪县议会的税收已达9200万令吉，成绩斐然。

蘇基里：料明年增長至9900萬

電子付費收取更多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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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獲1.8萬撥款興建

L 行乂道竣工
Hurt I

4双溪龙华小 

的学生每年增加， 

上下课时段的车 

流量非常庞大，董 

家协将另辟一个入 
口，以缓和堵塞情 

况。

丨f

(加影8日讯）万宜 

区国会议员王建民接获 

双溪龙华小董家协反映 

校外需要建行人道，以 

保障学生安全，他拨款 

1万8547令吉进行相关工 

程。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今 

早与该校董家协成员，包括 

副董事长李国魂、董事梁昭 

胜、家协理事罗屮荣及管志 

彬视察已完工的行人道，该 

行人道长107公尺，校门外 

沟渠也另外加建围篱长约15 

公尺。

刘佳达指出，有关工程 
在9月10日动工，今天正式 

完成，T程进行期间曾遇到 

下雨天，承包商会在行人道 

出现瑕疵部分进行修补。

他说，根据该校董家协 

的反映，学校上下课时段不

但车流量多，人流也多，为 

了照顾学生安全，把路肩改 

为行人道。

他表示，在校门外的 

沟渠太接近行人道，为免学 

生或民众受伤，也另外建围 

篱，以策安全。

李国魂：

另辟入口疏缓塞车

另-方面，该校副董事 

长李国魂也说，前来接载学 
生的车辆太多，校方在2016 

年向市议会提出在校外候车 

亭的位置另辟•个人口的申 

请，市议会回函表示不阻 

止，因此董家协会在明年新 

学年开课之前完成:

他披露，董家协预计辟 
建人口的费用约5万令吉，

-旦完成，家长接送孩子去 

学校，可从该人口进人候车 

亭，然后沿着出口离开，有

1 锻
■

万宜国会议员拨款为双溪龙华小校外建行人道工程已完 
工，右起刘佳达、李国魂、管志彬、梁昭胜及罗中荣a

助减缓堵塞问题。

他指出，目前家长开车 

去学校接载孩子，在校门外 
的路段需要U转才能离开， 

这种情形加剧车流量缓慢。 

他说，学校的学生已

达2050名，上下课时段庞大 

车流量令人吃不消，尤其是 

下课时间，如果再不设法解 

决.学校明年料增400名新 

生，到时车流量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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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環境與公衆健康 

等同犯罪

若发现任何违法行为请即刻拨打当局热线

+603 2083 2828

过去数月，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充斥着无

良人士不负责任的行动，肆意破坏环境。我们

都知道2019年3月发生的事件，柔佛巴西古当

金金河（Sungai Kim Kim )遭人非法导人化学 

废料污染，造成6000人受影响，并有111所学 

校被迫停课。政府预算耗资大约640万令吉清 

理受污染的其中1.5公里河道，并为保护环境宣 

布要加强执法及实施环境法令。

士毛月河与雪兰莪河早前出现严重污染 

事件，亦是因多人和机构的违法行为，而对公 

众带来了极大不便。针对9月杪的士毛月河事 

件，雪州环境、绿色工艺、科学、工艺及革新 

与消费人事务委员会主席许来贤揭露，调查人 

员在排污涵井处发现了溶剂异味。这种污染物 

质流人位于马哥打镇（Bandar Mahkota )的英达 

丽水污水处理站，迫使英达丽水公司即时采取 

行动，特别是考量到处理站的容量，只能暂停 

运作，以避免污染物质流人河内s

另.▲方面，位于答冬加里（BatangKali) 

的污水处理站流人点于今年7月出现黑油层， 

并在发现后迅速被清理。雪州水务管理机构 

(LUAS)的调查显示，黑油来源是不法之徒倒 

人导致污染，案发地点发生在工业区附近英达

丽水污水处理站，此事件与士毛月的状况不谋 

而合，皆严重影响环境。

作为国家污水处理机构，英达丽水旗下管 

理和运营近7000个污水处理站和超过1万9400 

公里的排污管。英达丽水目前提供的排污处理 

服务，涵盖近2600万人口。其污水处理站的设 

计，只可处理一般家居污水；所以公众可以想 

象到，当这些污染物质流人污水处理站时，它 

会如何影响整体的水源循环。

随意污染影响深远

假设污染物质流人河流，被污染的水源再 

流人蓄水池，然后导人滤水站，才输送到各家 

各户。作为一名消费者，你极可能没有发现你 

所使用的水，因一些不法之徒的行为，而造成 

严重污染。你会有何感想？这状况最终未必能 

够受控制。

英达丽水的责任重大，因为污水处理系统 

影响数千万人的生活。我们不容许这些事件危 

害我们的生命与环境s以性质而言，非法导入 

污染废料，与其他违法行为无异，它不但威胁 

公众健康，更影响未来世代的生存能力9

当这些污染物质被非法丟弃，并流人到处

理站，英达丽水只能被迫暂停运作；否则从污 

水处理站流出的水，含有污染物质，再进人一 

般水源，必定冲击个人健康与社会。

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SPAN)将采取严 

厉行动，援引2006年水供服务工业法令第61 

(1 )条文对付违例者。根据该条文，违法者 

将被罚款不超过10万令吉或坐牢不超过1年， 

或两者兼施。同时，SPAN主席查尔斯圣地亚哥 

建议要增加惩处和严厉执法，以保护水供的品 

质与清洁。

呼吁加强严厉执法与惩处

随着政府致力于落实更严厉的惩罚，根据 

能源、科学、科技、气候变化及环境部网站的资 

料，当局提出加强及提高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的 

执法。其中提出修改系列条例，包括设立环境保 

护委员会，而成员来自不同机构，以向部长提出 

相关建议。此外，针对违法行为提供任何资讯或 

协助的告密者，可获得奖励和证人保护。

当局针对问题采取行动，而我们亦严正看 

待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若违法者的行为没有 

被取缔和被惩罚，他们会继续危害公众的健康 

与环境。

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希维尔也提出有意重 

新检视法例，即严厉执法打击污染水源的不法之徒，以 

加倍保障我国的水源。他指出，需要重建检视的法令是 

2006年水供服务工业法令，-旦全部准备就绪，当局就 

会在明年杪提呈国会。

英达丽水期望政府能够严厉执法和惩处，以确保环 

境受保护，同时维护国人的生活与健康。此外，我们也 

呼吁公众向当局或英达丽水举报任何可疑事件B

的仁德至乌足凌

英达丽水首席执行员

币場情報

猶 1|犯通标爲
非法接驳

切勿在家居倒入 

可影响污水系统 

的污染废料

不要让你 

的违法行 

为而危害 

环境或公 

众健康

央达丽水公司〖(〖IWKU

的污水处理站1 功能是处理家居

需要经过污水处理站的处理与清

理\才〔可安全排放] 以避免对环

境造成污染&然而1

5 不境1甚至是大众的健康1实则

^兰般犯罪行为无异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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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居民多次請願反對電池廠

仁
嘉隆电池厂于 

2014年开始运 

作，工厂方圆公里内有不少 

住家及学校。2018年，电池 

厂的排污程序被指出现纰 

漏，引发铅毒污染，以及居 

民健康不良的问题。电池厂 

的运作随即引起当地居民 

的激烈反弹，居民也曾多次 

请愿，要求州政府关闭有关 

池厂。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 

曾于今年4月巡视有关T 

厂，并指该厂当初营运时确 

实只有进行新电池（注人电 

池液）生产，不过一场火灾 

重建后，就开始进行熔铅 

和再循环电池生产，明显超

出中小型工业的业务范围。

他当时强调，该厂只 

能进行新电池生产，熔铅和 

再循环电池则一律禁止，- 

旦再违例，州政府唯有“请 

走”该厂。

10月3日，许来贤向媒 
体指出，雪州经济行动理事 

会已开会议决，下令甘榜 

仁嘉隆电池厂关闭，并要求 

该厂迁至重工业区s

他说，州政府是在接 

获雪州环境局、工业安全 

局、水利灌溉局及水务管 

理局等单位的报告后，证 

实电池厂的运作对环境构 

成威胁，而做出关闭电池厂 

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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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貞興：仁嘉隆電池廠關閉

環保協會“抗爭”見成效
報道►黃文民（部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陈贞兴：州 

政府下令关闭及 

搬迁电池厂的消 

息，让我们这一 

(八打灵再也8日讯）随 

着甘榜仁嘉隆电池r已遭关 

闭，雪州瓜拉冷岳环保行动 

协会主席陈贞兴形容，过去 

近-•年来的“抗争”，宛如 

“小刀锯大树”，而该会所 

作的“抗议电池厂运作”努 

力终于换得成果。

同时，雪州经济行动理 

事会也在上周下令该厂必须 

迁至重Ti业区。

尽管如此，该会的纠察 

及监督工作并未结束，陈贞 

兴表示，该会将对雪邦环境 
局先前允许有关丁厂运作--

事追究到底，以探讨其中是 

否有者涉及舞弊行为。

去年揭工厂排污现漏洞

陈贞兴日前向《大都 

会》社区报指出，该会是于 

去年11月起，揭露有关工厂 

排污程序出现漏洞，当中包 

括该厂在属非重工业地（当 

地）进行重工业的生产活 

动，而多次提呈信函及作出 

抗议

他透露，有关工厂已在 

今年6月停止运作，并向瓜冷 

县议会申请临时执照（lesen

电池厂目前已停止运作，大门被围起封条。

sementara )处理后续事宜至 

8月，不过8月杪该厂依然运 

作，直到该会连同居民一起 

拉横幅抗议，县议会就于9月 

初前来关闭有关工厂。

他说，该会仅成立一年 

多，当时也配合当地马来甘 

榜组织，积极参与及提出抗 

议电池厂运作一事，如今看 

到该厂被下令关闭及搬迁，

这让他们感到欣慰。

“本会的理事只有数十 

位，惟我们•直落力为抗议 

电池厂运作•事努力，为当 

地居民付出，如今终看到成 

果，扳倒这家大工厂。”

他透露，当地不少居民 

也为此感到开心，无需再担 

心电池厂的运作将会影响身 

体健康。

年来的奋斗看到 

了成果。

县议会申请临时执照（lesen

要求交代非重工業區熔鉛 他说，该会预计将在本月 

陈？
兴说，尽管电池 

已关闭，不过该 

会不会停止奋斗，并会针对雪 
邦环境局之前允许该TP在非 

重工业区内运作熔铅，以及批 
准该厂每年更新执照•事，要 

求政府做出交代。

“我们目前已向县议会购 
买报告，索取环境局在2014年 

至2019年对该厂所做出的审核 

数据。”

10日拿到有关数据，并做出探 

讨，-•旦发现内容涉嫌欺诈， 

该会将向能源科艺环境部及反 

映此事，也将要求掌雪州行政 

议员许来贤介人调查。

他强调，倘若当局无法给 

予满意的答案，该会或会针对 

此事做出法律诉讼t

询及是否知悉该厂何时 

将会迁走，他表示县议会将会 

给工厂•段时间，处理搬迁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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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呼吁 
各界人士多多 

支持盂兰会活 

动基金及为学 

校献一分力。 

前排左一起为 

高祥威、曹思 

敏、彭康贤、 
陈财泉、洪煜 

雄、蔡佳芳、 
刘耀磁:、罗文 

森及刘治線。

辦謹■
糖騰毚齡嘉錢今3

名@1；丨传笱关食■夹蜱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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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種中元盂蘭會爲3校籌款

11月3美食嘉年華約你
(蒲种8日讯）为教育不 

落人后，武吉蒲种中元盂兰会 

将定于11月3日（星期日）上午 

卯寸至下午3时，在蒲种富吉镇 

BP 6/7路举办场盛大的“武吉 

蒲种慈善美食嘉年华”，筹款 
目标为40万令吉，筹得款项将

充作盂兰会活动基金及捐予区 
内两华小及•中学。

此项嘉年华是由武吉蒲 

种中元盂兰会主办，两所华小 

即蒲种汉民华小和深静（哈古 
乐）华小，以及一所国中蒲种 

山庄中学B校为协办单位，旨 

华，气天有数百个美食摊档让 

到来的民众齐聚共享，大快朵 

颐，齐聚共享。

他说，其中包括各族传 

统美食、国际超人气食物包括 

韩国、台湾、日本、墨西哥和 

泰国等及素食摊位，还可参与 

各项康乐和亲子游戏、资讯分 

享和象棋公开赛及观赏精彩表 

演^

主办单位将邀请雪州行政 

议员兼銮区州议员黄思汉为嘉 

年华会主持开幕礼Q在为区内华小及国中 

家协筹募活动基，提 

升学生福利设施，让 

莘莘学子拥有更佳学 

习环境:

武吉蒲种中元盂 

兰会主席蔡佳芳说， 

这是该盂兰会组织首 
度举办嘉年华，为教 

育筹款，冀盼各界善 

长仁翁及热心华教人 

士慷慨解囊，鼎力支 

持及参与。

逾百美食摊登场
筹委会主席洪 

煜雄说，民众可购买 
嘉年华固本出席嘉年

年华会主持开幕礼Q

嘉年华美食固本目前已在 

各校开放售卖，让有意参与的 

家长与学生认购买。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 

深静（哈古）华小董事长高祥 

威、汉民华小董事长拿督罗文 

森、副董事长刘洛琼、深静华 

小家协主席陈财泉、蒲种山庄 
B校家协理事曹思敏、梳邦再 

也市议员刘耀璇。

有兴趣购票及欲知详情 

者，可联络武吉蒲种中元盂 
兰会主席蔡佳芳（014 -6677 

1 5 5 )、汉民华小洪煌雄 

(012-2153 438 )、深静（哈 

古乐）华小陈财泉（017-9999 

328 )或蒲种山庄中学B校曹思 

Ml (012-2080 9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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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對待流浪動物
各个地方都有流浪猫狗，尤其在商业区、公园 

及无围篱社区，就会看到毛孩在路上流浪，寻找遮 

风挡雨的安身之处

过去各地方政府在处理流浪动物课题上，引起 

不少争议，成为地方上敏感的课题。日前梳邦再也 

市议会捉狗队残暴捉狗事件，在社交媒体上热议， 

网民纷纷讨伐执法人员的行为。

其实大家都知道，只要地方政府捉狗队捕捉了 

流浪狗，就如同把狗儿送死，所以民众才会不惜一 

切保护流浪狗。

一般上被捉的流浪狗会被送往收容中心待上数 

天，各地方政府的天数不定，无人认领的狗儿就会 

被送往人道毁灭或处安乐死。

地方政府往往在接获居民投诉后，才会到有关 

地区采取捉狗行动，惟各地方政府的捉狗队是否有 

一套统一的作业标准或指南？如何杜绝捉狗队人员 

滥用权力？

部分地方政府曾悬赏来捕捉野狗而引起质疑， 

有些地方政府的捉狗队承包商为了达到“业绩”的 

数量目标，不顾一切大肆捕捉野狗来交差。

在这课题上，雪州政府必须正视有关问题，重 

新探讨地方政府的捉狗程序，制定一套更完善的方 

案或指南，避免引人诟病。

这或许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但地方政府 

必须加强有关意识，在采取行动捕捉流浪动物时， 

必须更人性化应对。

地方政府也可与相关非政府组织合作， 

为流浪狗进行结扎，考虑拨款发放流浪狗结 

扎津贴，避免流浪狗大量繁殖。

哪里才是毛孩的避风港？流浪动物也拥 

有生命，我们必须以同理心看待。狗主必 

须对所饲养的狗儿有责任感，不要轻易弃 

养，同时也鼓励人民到流浪动物收容中心 

领养动物，打造人与动物共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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