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tion 
Thanks to a group 
of eco warriors, 
Sg Klang is less 
dirty now. Stay 
tuned to find 
out how other 
rivers are faring. 
>7 

How clean or polluted are 
our rivers, including those 
located near you? To find 
out, check out The Star's 
special report on the state of 
Malaysia's rivers on Friday. 

On a mission to dean up Sg Klang 
More than 35 tonnes of trash collected since we began in 2016, says eco warrior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KLANG: It was while strolling 
along the banks of Sungai Klang one 
evening that Jordan K. L. Ng was 
motivated by his wife to start a river 
clean-up programme to pick up 
rubbish. 

"Both of us realised that if the 
river can be cleaned up, it can serve 
as a tourist spot," said the advertis-
ing company owner, who live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of the 
river. 

Today, the non-profit organisa-
tion Kelab Warisan Sungai Klang, 
founded by the father of two in 
2016, has scooped up more than 35 
tonnes of trash from the banks of 
Sungai Klang along Jalan Tepi 
Sungai. 

Among the trash picked up by 
Ng, 48, and his volunteers were 
plastic bottles, discarded clothes, 
old luggage bags, single-use plas-
tic bags, aluminium cans, and 
even broken wooden chairs and 
tables. 

"But that is just a small amount. 
People just treat Sungai Klang as a 
rubbish dump. It is deliberate 
dumping as many people dump all 
kinds of waste. 

"It happens in the housing areas 
and the trash finds its way into the 
monsoon drain and ultimately into 
Sungai Klang," he said. 

He added that hopefully, by 
removing such trash piece by piece 
with the support of volunteers, this 

ments and other non-governmental 
groups. 

"It is important to get everyone 
involved to keep the waterways 
clean," said Ng, whose work to clean 
up the river has since gained 
momentum among the public. 

He said he was also glad that the 
Selangor Maritime Gateway (SMG) 
under the Menteri Besar Inc (MBI) 
has a Dutch-designed trash inter-
ceptor in Sungai Klang to remove 
floating rubbish in the river, com-
plementing the work of Kelab 
Warisan Sungai Klang. 

MBI has entered into a partner-
ship with Dutch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Ocean Cleanup, an >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organi-
sation based in Rotterdam. 

Ng said the trash interceptor con-
tributed by Ocean Cleanup was 
being used to collect floating debris, 
adding that he hoped to get compa-
nies to sponsor similar devices that 
could be operated along Sungai 
Klang in the areas of Gombak, 
Subang, Shah Alam and Petaling 
Jaya. 

"If this can be done, then Sungai 
Klang would be much cleaner," he 
said. Extra help: Ng showing the trash interceptor in Sungai Klang 

to remove floating rubbish in the river. (Inset) Ng (third from 
right) with fellow participants learning how to make mud balls 
to be used for river cleaning. 

would cause people to rethink their 
actions. 

For Ng, cleaning up the river 
bank has become his passion and 
he has a core team of 10 friends, 

who continue to motivate him in his 
task which he says "is for the future 
generation". 

Currently, much of the trash 
picked up by the group ends up in 

the landfill. 
"I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the 

plastic could be recycled," he said, 
adding that their volunteers come 
from schools, government de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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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egal homes 
demolished 

Several double-storey 
bungalows built by 
foreigners with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on 
agricultural land in Kampung 
Chinchin, Gombak were torn 
down by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as they were not 
only built without approval 
but were also contributing 
to mud flood in the are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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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galows torn down 
Council takes action after foreigners clear private 
agricultural land to build houses in Gombak 

By SHALINI RAVINDRAN 
shaliniravindran@thestar.com.my 

THE double-storey terrace houses 
were huge, some with extravagant 
columns, decorative front doors 
and luxury cars in the compound, 
giving an impression that it was 
an affluent area. 

The houses, which were 
equipped with running water and 
electricity, were backdropped by a 
lush forested area and even had a 
river flowing nearby. 

In truth, the occupants of these 
houses in Kampung Sungai 
Chinchin were foreigners with 
permanent resident (PR) status 
and their houses were illegally 
constructed on other people's 
land. 

A year-long investigation by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showed'that some 4.04ha of land 
had been recklessly cleared to 
make way for the houses without 
approval from the council or the 
rightful landowners. 

According to MPS, the area was 
designated as agricultural land' 
and the owners were unaware 
that their land had been 
encroached. 

MPS deputy president Datuk Dr 
Juhari Ahmad said the entire hill-
side was cleared without any safe-
guards in place and was the cause 
of frequent mud floods in the 
area. 

"They have cut down the trees 
and damaged the slopes. Worse 
still, the hill was left exposed and 
could result in a landslide if noth-
ing was done. 

"The recent land clearing had 
turned the usually clear Sungai 
Semampus murky and shallow," 
he said. 

Some of the residents had also 
trespassed into the river reserve 
by building riverside shacks and 
operating a chicken farm. 

The river was filled with con-
struction debris and there were 
also signs of erosion on the hills as 
trees had fallen over. 

Juhari said repeated notices to 
the perpetrators to stop clearing 
the land and vacate had been 
ignored, forcing the council to 
take action. 

MPS identified 14 illegal struc-
tures and demolished nine of 
these partially-completed build-
ings during a 150-personnel 

strong operation which was car-
ried out with Tenaga Nasional 
Bhd (TNB) and Syabas. 

He added that the council had 
the right under Act 172 of the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1976 to demolish or remove such 
unauthorised buildings. 

The building owners were given 
notice under Section 70 of the 
Street, Drainage and Building Act 
1974 before the demolition was 
carried out. 

'Those building the houses 
could not produce any legal docu-
ments to prove they were the 
owners," he said. 

The council suspects the land 
was being cleared to be sold to 
buyers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rightful owners. 

"There is a syndicate selling 
land to unsuspecting buyers for 
between RM30.000 and RM40,000 
or around 3,000sq ft per plot. 

"Then when we conduct inspec-
tions, they realise they have 
been cheated. The occupants 
had no rights to the land and 
unfortunately some of them had 
paid for something that was not 

theirs," Juhari said. 

Bigger consequences 
It was not only that the illegal land 
clearing and land occupation that is 
of concern, as water quality special-
ist Dr Zaki Zainudin pointed out. 

He said illegal land clearing ha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rivers. 

"When there is illegal land clear-
ing there is usually a lack of prop-
er erosion and sediment control 
measures. 

"With increased sedimentation 
and siltation in the rivers from 
land-clearing activities, there is 
increased turbidity and the colour 
of the river is like 'teh tarik'. 

"The sediment will also settle at 
the bottom of the river and make it 
shallower, which means it would 
hold less water and this increases 
the risk of flooding in the area and 
downstream," he said. 

Zaki said the suspended solids 
would also destroy aquatic life in 
the rivers by clogging the gills of 
fish and affecting propagation sites. 

He added that water quality 
would also be affected as harmful 

metal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river. 

"Most of the soil contains iron, 
manganese, arsenic and alumini-
um, and when there is erosion 
from land clearing or river sand 
mining activities, these metals will 
be transported into the river and 
pollute it," he explained.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as one 
of the tributaries of Sungai 
Gombak, any contamination of 
Sungai Semampus could compro-
mise the government's multi-bil-
lion ringgit River of Life project 
(RoL). 

The aim was to transform the 
RoL stretch from its current Class 
III and Class IV water quality (not 
suitable for body contact) to Class 
IIB (suitable for body contact and 
recreational usage) by 2020. 

"In the Gombak basin area 
alone, several lands upstream have 
been found to be impacting river 
quality, including erosion from ille-
gal land clearing and river sand 
mining. 

"All these activities have a cumu-
lative impact on river water,"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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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S A ON WHEELS 
Shah Alam City Council's (MBSA) 
mobile unit, Shah Alam On Wheels, 
•will be parked at Tesco Setia Alam, 
Seksyen U13 from 11am to 5pm on 
Oct 19. The public can pay 
assessment tax and parking 
compounds, lodge complaints and 
buy parking cou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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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ng council keeping watch for illegal traders in Lorong Tingkat 
FIFTEEN traders selling goods 
without Deepavali permits on five-
foot ways along Lorong Tingkat in 
Klang were given warning and told 
to close shop immediately.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Licensing and Hawkers 
Department director Azhar 
Samsudin said the 15 traders who 
set up their makeshift stalls did not 
have Deepavali permits but had 
trading licences. 

"Shop owners at Lorong Tingkat 
can use the five-foot way outside 
their shops for a fee but we are not 
letting outsiders use the space to 
set up illegal stalls. The traders also 

did not have Deepavali permits," 
he said. 

Azhar added that some of the 
traders were foreigners from India. 

"We found that foreigners from 
India were selling trinkets, beads 
and bangles along Lorong Tingkat 
and there were also fortune tellers 
with green parrots which are used 
to tell one's fortune. 

'This time, we allowed them to 
get off without incident but in the 
next raid, we will confiscate their 
items," he said. 

He added that enforcement 
officers would be stationed at 
Lorong Tingkat for two weeks until 

Oct 27, from 11am to midnight to 
maintain order and put a stop to 
illegal trading. 

Azhar added that MPK had not 
approved the setting up of 
makeshift stalls at Jalan Tengku 
Kelana. 

"Only shop owners are allowed 
to display their wares on the five-
foot way on both sides of Jalan 
Tengku Kelana. 

"We hope to get the cooperation 
of shop owners not to sublet the 
space outside their shops to 
outsiders as it will become 
chaotic," he said. — By EDWARD 
RAJENDRA 

Azhar says 15 
traders selling 
goods without 
Deepavali 
permits were 
told to vacate 
the five-foot 
way in Lorong 
Tingkat, K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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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spo jadi platform tarik pelabur
Ekspo R,D&I 

tampilkan hasil 
penyelidikan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SUHARNE ZAINUDIN, NORAFIZA 
JAAFAR & ASYRAF MUHAMMAD

EKSPO Penyelidikan, Pemba-
ngunan dan Inovasi (R,D&I) 
Negeri Selangor 2019 

mampu menjadi platform 
menarik pelabur untuk membuka 
perniagaan di negeri berkena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melalui pelbagai agensi 
pelaksana Belanjawan 2019 di 
bawah Strategi Pertama: Memacu 
Pembangunan Ekonomi Negeri 
mengatur strategi dan usaha bagi 
memastikan negeri itu terus ke 
hadapan dalam bidang ekonomi, 
sosial serta alam sekitar. 

“Strategi terbaharu yang akan 
dilaksanakan ialah klusterisasi 
atau pembangunan gugusan 
termasuk bidang pendidikan.

“Ekspo R,D&I merupakan 
pelaksanaan daripada strategi ini 
yang menghimpunkan dan me-
nampilkan hasil penyelidikan 
daripada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terutamanya yang terdapat dalam 
gugusan pendidika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
ka berucap merasmikan ucapan 
Majlis Pembangunan dan Inovasi 
(R,D&I) Negeri Selangor Tahun 
2019 di Pusat Pameran dan 

Amirudin (tengah) memyempurnakan simbolik perasmian Ekspo 
R,D&I Negeri Selangor 2019 di MITEC, Kuala Lumpur.

Ekspo R,D&I Negeri Selangor 
2019 berjaya menghimpunkan 
183 peserta daripada pelbagai 

bidang untuk mempamerkan 
inovasi terkini produk mereka.

FOTO: SHARIFUDIN ABDUL RAHIM

Perdagangan Antarabangsa 
Malaysia (MITEC), Kuala 
Lumpur Jumaat lalu.

Katanya, dalam tempoh tiga 
tahun, Kerajaan Selangor komi-
ted memastikan R,D&I di negeri 
itu terus berkembang menjadi 
sebuah ekspo penyelidikan 
tersohor di Asia Tenggara yang 
bekerjasama dengan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seperti Institut 
Teknologi Bandung dari 
Indonesia, 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ari Singapura dan 
Mahidol University dari Thailand.

Katanya, aktiviti penyelidikan, 
pembangunan dan inovasi ber-
peranan penting bagi sebuah 
negara maju dengan melibatkan 
institusi pendidikan, industri dan 
kerajaan. 

“Teori pertumbuhan endoge-

nus berpendapat, pelaburan da-
lam sumber tenaga manusia, 
inovasi, dan pengetahuan meru-
pakan penyumbang penting ke-
pada pertumbuhan ekonomi.

“Oleh itu, institusi pendidikan 
memainkan peranan penting da-
lam memacu ekonomi sesebuah 
negara melalui penyelidikan dan 
pembangunan. 

“Justeru, pelaksanaan pro-
gram ini diyakini dapat menarik 
pelabur membuka perniagaan di 
Selangor kerana ketersediaan fa-
siliti penyelidikan dan pemba-
ngunan serta pembangunan 
sumber tenaga manusia melalui 
pendidikan yang kompetensi dan 
holistik,” katanya.

Amirudin berkata, di keba-
nyakan negara maju seperti Ame-
rika Syarikat, China, Jepun dan 

Eropah, Ekspo R,D&I dijadikan 
sebagai satu platform mewujud-
kan jaringan kerjasama antara-
bangsa bagi memantapkan 
pertumbuhan ekonomi.

“Menyedari kepentingan pe-
ranan R,D&I, maka ekspo kali ini 
menampilkan konsep melibatkan 
institusi pendidikan, penyelidik-
an, industri, jabatan dan agensi.

“Ia bagi menggalakkan per-
tumbuhan institusi dalam me-
ningkatkan kuantiti dan kualiti 
penyelidikan serta pembangunan 
(R&D) selain menyediakan sum-
ber tenaga manusia bagi melaku-
kan R&D dan memastikan insti-
tusi pendidikan tinggi memainkan 
peranan penting dalam memba-
ngunkan sumber manusia ber-
kualiti seiring keperluan industri.

“Konsep harta intelek (IP) 

menyediakan platform kepada 
penyelidik, jabatan dan agensi 
kerajaan untuk melindungi hak 
cipta mereka sementara konsep 
pelesenan membantu penyelidik 
berhubung dengan syarikat-sya-
rikat yang berminat untuk mele-
senkan IP mereka,” katanya.

Beliau berkata, konsep peng-
komersialan pula dijadikan plat-
form mengkomersialkan industri, 
seterusnya menyumbang kepada 
pembangunan ekonomi dan per-
kembangan pendidikan tinggi di 
Selangor. 

Ekspo R,D&I Negeri Selangor 
2019 bertemakan ‘Penyelidikan 
dan Pembangunan Ke Arah Pe-
ngkomersialan’ anjuran Bahagian 
Pengurusan Sumber Manusia 
(BPSM) Selangor berlangsung 
dari 10 hingga 13 Oktober l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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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spo R,D&I Negeri Selangor 2019 berjaya himpun 183 peserta
USAHA menghimpunkan 
183 peserta R,D&I meru-
pakan salah satu strategi 
terbaharu pembangunan 
bagi gugusan Pendidikan 
dalam bidang ekonomi, 
sosial dan alam sekitar di 
Selangor.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ia 
merujuk kepada pember-
dayaan kelompok akade-
mik dan warga penyelidik 
untuk memperoleh akses 
kepada pembelajaran dan 
penyelidikan sejajar de-
ngan kehendak industri.

“Saya yakin program ini 
dimanfaatkan sebagai plat-
form pertandingan dan 
jaringan kerjasama medan 
perkongsian maklumat pe-
nyelidikan di antara penye-

Amirudin melawat 
reruai 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UTM) selepas 
merasmikan R,D&I 
Negeri Selangor 
2019 di MITEC, 
Kuala Lumpur.

lidik luar, universiti awam, 
swasta dan masyarakat.

“Platform ini merupa-
kan peluang yang sangat 

baik untuk menjana idea 
baharu dan menambah 
baik kaedah serta hasil pe-
nyelidikan berbentuk kre-

atif dan inovatif,” katanya 
ketika majlis penutup 
Ekspo R,D&I Ahad lalu. 

Beliau berkata, Sela-

ngor menganjurkan pro-
gram inovasi setiap tahun 
dan kali ini menggabung-
kan penyertaan daripada 
universiti, sekolah dan pi-
hak berkuasa tempatan 
bagi pameran dan pertan-
dingan penyelidikan.

“Melihat kepada reaksi 
positif penganjuran ini, kita 
berharap ekspo ini akan 
diteruskan pada masa akan 
datang yang bakal menjadi 
sumber ekonomi dan 
memberi manfaat kepada 
rakyat Selangor,” katanya. 

Pada majlis itu, 
Amirudin menyampaikan 
lima geran berjumlah 
RM250,000 kepada peserta 
yang memenangi pertan-
dingan pameran penyeli-

dikan. 
Geran berjumlah 

RM50,000 bagi setiap 
kategori itu diberikan 
mengikut kluster iaitu 
makanan dan minuman; 
elektrik dan elektronik; 
pemesinan dan peralatan; 
pengangkutan serta sains 
hayat bagi pembangunan 
projek penyelidikan.

Penerima geran meru-
pakan penyelidik dari Uni-
versiti Malaya (makanan 
dan minuman, elektrik dan 
elektronik),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pengang-
kutan),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pemesinan dan peralatan) 
dan Agensi Nuklear 
Malaysia (sains hay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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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medan pelaburan terbaik
SELANGOR merupakan 
sebuah pusat pelaburan 
terbaik bagi menjalankan 
perniagaan di rantau 
ASEAN berikutan memiliki 
kedudukan yang strategik 
dan dicemburui pesaing dari 
negara lain.

Amirudin berkata, sejak 
tempoh 11 tahun lalu, pen-
tadbiran kerajaan negeri 
telah mengambil cabaran 
bagi menjadikan Selangor 
sebuah lokasi terbaik untuk 
melabur dan menjalankan 
perniagaan berbanding wi-
layah-wilayah Asia Tengga-
ra lain.

Beliau berkata, Selangor 
merupakan negeri emas di 
Malaysia yang menjadi ka-
wasan ekonomi serantau 
dan turut menyumbang se-
banyak 23.7 peratus Keluar-
an Dalam Negara Kasar 
(KDNK) pada tahun tahun 
lalu.

“Selangor juga mencatat-
kan prestasi pelaburan ter-
baik dalam sejarah pada ta-
hun lalu dengan RM18.9 

bilion, membabitkan 241 
projek.

“Bagi mana-mana syari-
kat yang mempertimbang-
kan pelaburan baharu, saya 
ingin jelaskan bahawa Sela-
ngor merupakan tempat 
terbaik di rantau ini untuk 
menjalankan perniagaan,” 
katanya ketika berucap pada 
Majlis Pembukaan Sidang 
Kemuncak Pembukaan Per-
niagaan Antarabangsa Sela-
ngor 2019 (SIBS 2019) yang 
dihadiri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ifuddin Idris 
Shah dan Tengku Permaisu-
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
suri Norashikin Abdul Rah-
man di MITEC, Kuala 
Lumpur..

Amirudin berkata, ber-
bekalkan visi bagi menjadi 
sebuah negeri pintar menje-
lang 2025, Kerajaan Selangor 
sentiasa memastikan dasar 
ekonomi di negeri ini sejajar 
dengan pembangunan infra-
struktur dalam bidang peng-
angkutan dan pengurusan 
ba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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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党
“除非被人妒忌踢走”

(吉隆坡15日讯）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强调，会继续留在公正党，也没有理由要离开 

公正党，除非有人妒忌，要“踢走”他。

公正党元老赛胡先阿里早 

前称阿兹敏要创办新政党，惟 

今曰（15曰）阿兹敏阿里“打 

脸”对方表示会继续留在党， 

并会致力建设党和支持党领导 

层和党员。

阿兹敏阿里今曰在国会走 

廊被追问此事时指出，自身是 

在党选中以多数票中选，所以

是在党员的委托下任职，而不 

只是他_人的决定。

“因此，我没有离开党的理 
由，除非有人妒忌，要踢我出 

去，那就另当别论。”

他也揶揄赛胡先阿里在政 

坛数十年，但却没有影响力， 

所以对方可能妒忌首相敦马哈 

迪的成就，这很平常。#

安华阿兹敏赛夫丁

喝茶聊经济粉碎不和 安华仔细聆听阿兹敏发言

正党3大巨头，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 
华、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及总秘书 

拿督斯里赛夫丁相聚国会用餐区一起喝茶聊天， 

安华随后表示，他们3人相聚旨在讨论国家经济 

议题。

阿兹敏今曰（15曰）在国会用餐区，与安华

及赛夫丁坐下来喝茶聊天，以实际行动粉碎之前 

谣传他与安华已不咬弦的传言。

较后，安华接受访问时表示，3人相聚是套谈 

论一般的国家经济议题，大约聊了 30分钟。

安华强调，党课题受控，党目前很好。

他也否认这次与阿兹敏会面是和解会议，而

是普通会议。

对于阿兹敏有否答应出席公正党会议，安华 

表示，没时间询问阿兹敏该问题，因为还有很多 

经济课题有待解决。公正党3大巨头聚在一起喝 

茶聊天，也引起媒体关注。随后，安华也在个人 

脸书张贴这张茶聚的照片。#

阿兹敏:探讨收购马航建议书

鉴定合适合作伙伴

经
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指出，国库控股仍在研究所 

收到的收购马航建议书，以为鉴定 

合适的合作伙伴。

“我们正在探讨有关建议书，以 

确保国库控股不需再承受必须注入 

更多资本进马航的负担。我们正在 

讨论有关的选择方案，并希望尽快 

获得结果。”

他强调，现阶段是要确保整个

价值能达到最大化，鉴定合适的伙 

伴注入资金。“接下来，国库控股 

董事部也会在下周的会议继续展开 

讨论，并希望能有进展。”

他是周二在国会走廊接受媒体访 

问时，如是披露。另外，针对吉兰 

丹大臣拿督阿末耶谷称丹州政府在9 

月17曰从联邦政府拿到的一笔款项 

是回馈金（Wang Ehsan)，而不是 

财政部长林冠英所说的石油税一

事，阿兹敏表示，不确定。

“至于落实20%石油税一事还在 

讨论中，不过，原则上，我们是根 

据现有模式退还石油税给州政府。”
针对《2020年财政预算案》忽 

略由伊党执政的吉兰丹与登嘉楼州 

发展，阿兹敏强调，预算案是采用 
“共享繁荣愿景”精神，目标就是要 

拉近各州经济、收入和种族之间的 

距离。

“我们已经建议拨出一笔拨款， 

也会在国会辩论。我相信，这可以 

重点关注有需要的州属，包括吉兰 

丹、登嘉楼、玻璃市、吉打、沙巴 

和砂拉越。政府发展经济，不是只

安华促请邦莫达 避免影响敦马工作

别追随希山慕丁政策不愿为首相交棒设限期
|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促请 

A巫统京纳巴当岸国会议员拿督斯 

里邦莫达，别追随前巫统副主席拿督斯 

里希山慕丁的政治策略。

他今天（15日）在国会参与《2020年 

财政预算案》辩论时，回应巫统京那巴当 

岸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邦莫达的打岔时突 

然笑说：“我希望京纳巴当岸（邦莫达） 

若要签名，就签署我们这边，不要签其他 

人〇，，

他续说：“别跟随森布隆（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希山慕丁)或其他人的策略，这 

些策略凌乱不已，他们有时只求生存，寻

找门路，要结束反贪会的调查，我们不要 
这样的事。”

“政治不可以被威胁，一定要有原 

则，无论是被提控上庭或威胁入狱进监 

狱，都不可以典当原则，请告诉森布 

隆。”国阵在第14届全国大选倒台 

后，一度传出希山慕丁跳槽首相敦马哈 

迪领导的土团党，也被传是沙巴巫统议 

员出走的策划人。曾经是巫统副主席的 

希山慕丁更曾经与一些反对党领袖会晤 

马哈迪而遭巫统纪律局调查。这些种种 

指控让希山慕丁跳出来厘清本身立场， 

强调本身绝对不会离开巫统。#

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表明 

^不愿为首相交棒设下曰期， 

以免影响首相敦马哈迪的工作效
率。

他说，交棒不是他与马哈迪 

之间的问题，希盟盟党领袖已于 

2018年1月7曰签署一份有关首 

相交棒的共识。

“当时的共识是若希盟执政， 

马哈迪及旺阿兹莎将担任正副首 

相.....协议没有设下正确的日期， 

当时的讨论，有人认为（任期）

纳吉：全球表现最差 副内长：理念不违法

我国股市蒸发3000亿行动党无需撤销注册

前]

场在第14届全国大 

选后暴跌，蒸发了 

3000亿令吉。

韦及委内瑞拉的股市遥比我国更好。

他说，我国的表现是全世界最糟糕，远 
远落被邻国抛离在后，股票市场在第14届全 

国大选后暴跌，蒸发了 3000亿令吉。

也是北根国会议员的纳吉，今天（15曰）

在国会下议院参与《2020年财政预算案》辩 

论时，如是表示。

他形容，在财政部长林冠英宣布今年以 

27亿令吉来支付一马公司及SRC国际公司 

债务后，将明年度的预算案成了政治舞台。

“但是，在同一份预算案中，他证实隶属一马公司的大马城会继 

续进行，只是计划的采购稍后公布。”
“为何希盟政府不提已经在4月以74亿1〇◦◦万令吉，脱售了这项 

计划的一部分?”

“苔眼（林冠英）只提债务，却对一马公司的大厦及采购所得却 

只字不提？”他说，价值1400亿令吉的大马城及价值40◦亿令吉的 

TRX计划，是国内最有价值的资产，只是林冠英羞于提及此事。

他也挑战希盟政府应该要求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彻查，林冠英 

曾经指控国阵盗取15◦◦亿令吉的事情。#

4620万手机用户资料外泄

哥宾星：Nuemera终止服务
@包政府公共阻断手机服务（PCBS)

的Nuemera公司，因无法保护4620 

万名手机用户资料而导致资料外泄，最终 
在2018年遭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员 

会终止服务。

通讯与多媒体部长哥宾星于周一以书 

面回答人民公正党班底谷国会议员法米询 

问，有关Nuemera导致手机用户资料外 

泄的课题时，如是回应。

2017年1◦月杪，国内知名科技论坛 

Lowyat.net上载一则帖文，揭露有不法分 

子企图透过该网站，盗卖逾4620万笔个人资料。这些源流来自各 

个管道的资料，涵盖知名求职网站、购物网站、数个医药与医务 

协会、各主要电讯商等。法米在隔年2月6日入禀法庭起诉大马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Nuemera公司，将这两造列为答辩人，指 

他们未能维护大马人的个人资料安全。#

+政部副部长拿督莫哈末阿吉斯说，无 

lA」论是前朝政府或希盟政府，都不认为 

民主行动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理念违反国家法律，无需被撤销注册。

他今天（15曰）在下议院问答环节， 

回应伊党瓜拉尼鲁斯国会议员凯鲁丁阿曼 

达提问时，如是表不。

凯鲁丁询问倡导“马来西亚人的马来 

西亚”的行动党，为何没有被撤销注册。

阿吉斯说明，行动党自6◦年获得注 

册至今，既然前朝政府也没有认为违法， 

今天的政府也不认为这个理念有错。

他强调，只要没有滥用《1966年社团

注册局法令》及违 

法联邦宪法，任何 

非政府组织或组织 

可以如常运作，社

阿吉斯：行动党没 

违反国家法律，无 

需被撤销注册。

团注册局也会不时监督团体与组织运作。

公正党斯迪亚旺沙国会议员聂纳兹米 

则指出，这是否意味着一旦伊党执政会比 

巫统更糟糕，阻碍民主进程？

阿吉斯只说，行动党已注册很久，若 

违法早已被前朝政府撤销注册。

“鉴于（行动党）没有违法，我们认 

为行动党还是一个可在联邦宪法运作的政 

党。，，#

“我认为需要谨慎使用该法令，但不需废除，只需修改，因为 
该法令曾被错误使用，如对付前净选盟2.0主席，即现任八打灵 

再也国会议员玛丽亚陈，就因为她参与净选盟集会。”他周二是 

在国会走廊接受媒体访问时，如是披露。

不过，询问政府何时会修正该法案，莫哈末沙布仅表示，内 

政部还在讨论中，所以暂时还无法确认何时会提呈。#

刘伟强：展开全面研究

自杀除罪化处咨询阶段

莫哈末沙布：不需废 

除《国家安全罪行 

(特别措施)法令》。

哥宾星：通讯与多媒 

体委员会已终止 

Nuemera的服务。

首;
刘伟强：企图自杀 

除罪化，仍处于咨 

询的阶段。

典》第309条文（企图自杀）除罪化(decriminalise)，仍处于咨 

询的阶段。

他今天（15日）在国会议会厅问答环节，回答行动党古晋国会 

议员俞利文的提问时，如是表不。

他指出，欲除罪化是一个冗长的过程。

“这项研究的焦点是在《刑事法典》第305(教唆未成年人或精 

神病人自杀）、第306(教唆自杀)及第3〇9(企图自杀)条文，皆与自杀有关。”

他也说，政府也就此事，计划展开一项全面性策略研究报告，也向教育部、通讯与多媒 

体部、青年与体育部、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警方、伊斯兰发展局、消防局、卫生部精神 

科专员、媒体、研究人员和宗教单位等咨询看法。#

还批准丹州1亿贷款

财;

馨
林冠英：希望数周内 

或本月内，贷款能发 

放给丹州政府。

经退还石油税予吉兰丹州政府，

而且财政部近期还批准了1亿令吉的贷 

款给丹州政府，作为经营费以及用以支 

付该州公务员薪金。

他周二在国会走廊接受媒体访问时 

说，希望这笔贷款可以在数周内或本月 

内，发放给丹州政府。

针对吉兰丹大臣拿督阿末耶谷称丹 

州政府在9月17曰从联邦政府拿到的 

一笔款项是回馈金，而不是石油税一 

事，林冠英强调，财政部已经提早退还石油税给丹州。

他认为，对方的发言也证明丹州政府已经拿到退款。

“尽管中央政府一直被炮轰，但我们还是批准了贷款，中 

央还是会援助吉兰丹。国阵执政时期也曾拖欠石油税，现在的 

政府归还石油税，却比国阵遭受更多漫骂。”

他说，中央和州政府有各自的责任，并希望双方可以理智 

讨论，不要过于情绪化或根据非事实而发言。

另外，针对《2020年财政预算案》降低外国人买房价 

格，林冠英重申，只限于公寓或组屋，不涉及新发展项目和有 

地房产。

他强调，该措施旨在解决国内滞销房屋的问题。#

否认发表砂州乞丐论
建议翻查国会记录

财

集中在某个州属，而是所有。”

州政府自行决定
阿兹敏阿里说，有关《2020年 

财政预算案》宣布降低外国人买房 

地产门槛的措施，交由州政府自行 

决定落实。

“一些州属已宣布将探讨此事 

(降低外国人买房地产门槛），但必 

定是交由州政府自行决定。”

他今天（15日）在国会走廊对 

媒体这么说。

政府在上周五提呈《2020年财 

政预算案》时宣布降低外国人购买 

房地产的最低门槛，从1〇〇万令吉 

降至60万令吉。#

政部长林冠英否认曾经 

发表“砂拉越是贪心的乞 

丐”言论，并援引议会常规要 

求发表指控的土保党国会议 
员拿督斯里南希苏克里，收回 

该言论。

也是荅眼国会议员的林 

冠英今天（15日）在议会 

厅，在国会进入辩论《2020 

年财政预算案》辩论环节之 
前，援引议会常规36 (6)否 

认荅当砂隆国会议员拿督斯 

里南希苏克里的指控。

“荅当砂隆（南希苏克 

里）说我谴责砂拉越人是贪 

心的乞丐，我不曾发表这番 

言论，要求南希苏克里收回 

这项指控，这是一项污蔑。” 

他也建议议长可以重新 

翻查国会记录了解当时的谈 

话0

由于南希苏克里当时人 

不在议会厅，议长丹斯里阿 

里夫也表7F本身没有听到林 

冠英发表这番言论，并指示 

翻查国会记录。#

副揆:会跟利益相关者合作

解决雇主对增产假忧虑

副
首相兼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拿 

督斯里旺阿兹莎表示，政府会跟利益 

解决雇主对员工产假提高至

应该是一年，有人提出最局两 

年，但是我这需交由希盟会长理 

事会决定，而不是我或浮罗交怡 

(马哈迪）一个人的决定。”

他表示，对他而言这项课题 

已经解决，但也希望没有任何来 

自反对党的尝试干扰。

他今天（15曰）在国会下议 

院就《2020年财政预算案辩》论 

环节时，遭巫统议员追问接任首 

相的曰期时，如是表不〇 #

相关者合作 

90天的忧虑。

她表示能理解有人反对的举动。“有 

很多反应是正常的，有些人会喜欢，有些 

人不喜欢。雇主会认为，如果没有上班90 

天，会出现问题，可是我们正在研究母亲 

和孩子之间的亲子时间，包括母乳哺育。”

她续说，政府也谅解雇主的忧虑，尤 

其担心这项措施会影响公司的业务。

旺阿兹莎周二在国会走廊接受媒体采 
访时，针对从2021年起，60天产假将提 

高到90天一事，如是表示。

她指出，政府将产假从60天延长至9◦天的建议旨在重新建 

立美好的家庭，让母亲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

旺阿兹莎：政府会 

跟利益相关者合 
作，解决雇主对员 

工产假提高至90天 

的忧虑。

张念群:提供逾5万学位

大学预科班仅2.5万人入学

教；
-育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教育部为大 

，马教育文凭的毕业生，提供了 5万 

5324个大学预科班（Matrikulasi)学位，

但2019/2020学年只有2万5919人入 

学，当中华裔占1774人。

她续说，土著学生占2万2655人、印裔生 

1212人以及其他族群的学生有278人。

张念群也说，大学预科班在最近3年的 

就读率也逐年增加，即2017年的1万8839、

2018年的2万324人以及2019年的2万2678 

人。张念群今天（15日）在国会下议员问 

答环节，回答马华亚依淡国会议员拿督斯 

里魏家祥的提问时，如是指出。

魏家祥较后提出附加问答，指本身在7月3曰获得的国会回 

答指入学已增加至4万个，有别于张念群所指的逾2万5000人入 
学率。张念群则反指魏家祥不理解她的回答，她说，教育部已为 

SPM毕业生提供5万5324个大学预科班的学额，已经超过内阁 

议决的4万个，只是学生人士无法填补学额。

她指出，学生在申请了大学预科班后，可能还得到其他学位包 

括师范大学、大学或其他地方，选择放弃大学预科班，导致学额无法 

被填满。#

张念群：教育部已 

为SPM毕业生提供 

5万5324个大学预 

科班的学额，只是 
无法填补学额。

培养更多优秀博士

拨4亿充研究补助金

政
府为强化研究活动拨出4 

亿令吉补助金’以彰显在 

培养更多优秀博士人才的决 
心。

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指 

出，上述研究补助金也能够协 
助达成时至2023年，大马人 

口有6万名博士的目标，此事 

也纳入国家高教策略蓝图。

“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这项 

研究补助金逐年提高，由2018 

年的2亿令吉增至2019年的2 

亿7535万令吉，以及明年批 

准4亿令吉，彰显我们协助学 

生的决心。”

她周二在下议院回答伊斯 

兰党万捷国会议员聂阿都的附 

加提问时，这么指出。

聂阿都要求政府说明， 

My Brain奖学金计划搁置后，

如何确保达成2023年拥有6 

万名博士的目标？

张念群说，发放研究补助 

金有更多的好处，因为可培养 

优秀的毕业生，并在指定时间 

内合格。

她解释，这是因为在研究 

活动下，公立大学将更严格的 

监督学生，而且他们的研究新 

发现，也会惠及国家。

“学生将在具资质的导师和 

教授的监督下展开（研究）， 

这将确保所做的研究符合时 

宜，以及让国家受惠。”

“MyBrain的其中一个问题 

是，他们没有按照时间毕业， 

从资金、时间和精力的角度而 

言，这导致浪费，所以，我们 

觉得，最好还是提供研究基 

金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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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会2020年财算辩论

纳吉缺庭遭法官训斥
(吉隆坡15日讯）前首相拿督斯里纳 

吉缺席今午（15曰）的一个马来西亚发展 

公司（1MDB)案审讯，结果被高庭法官柯 

林训斥，法官更放话说：“这样的情况会 

是最后一次。”
纳吉今午在下议院参与《2020年财政 

预算案》的辩论，导致此案的审讯被迫展 

延0

纳吉的首席辩护律师丹斯里沙菲宜在 

此案下午开庭时如是告知柯林，并表示其 
当事人基于突发情况，而无法出庭。

沙菲宜说：“在今早的国阵（辩论） 

时段，我当事人作为北根国会议员的时 

段，却被（波德申国会议员）拿督斯里安 

华顶上。他（纳吉）今天在国会挑起非常 

重大的课题，他的讲词已准备了两个星 

期。”

“我的当事人要向法官大人和检控团 

致以最深的歉意，因为突发情况而无法现 

身，如果他放弃这次发表演讲的机会，那 

接下来两个月就会不利于他。”

高级副检察司拿督斯里哥巴斯里南指 

出，控方十分理解纳吉作为一名国会议员 

的职责，但仍是对此情况感到不满，并认 

为关乎下议院时段的课题，并不是好的理 
由。

“我们有其他证人在等着供证，因为我 

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完成盘问，他们令 

我们的处境为难，纳吉大可跟议长说，他 

应该要在法庭。”

“他缺席不可被通融，如果这是此类 

情况的最后一次，我们会很感激。”
法官随后提醒律师，1MDB案原定今 

午2时30分开庭审讯，因为纳吉只会出席 

上午的国会会议。

沙菲宜说，纳吉是坚持他在下午2时 

30分需出席庭讯。

纳吉（左）人出现在国会，参与明年度财 
案辩论，缺席1MDB案审讯，结果被高庭 

法官柯林训斥。

“事实上，他因为催促议长的秘书， 

他下午2时30分有审讯，而陷入麻烦。所 

有媒体都报道案件是在下午2时30分续 

申〇

他强调，作为国会议员，其当事人需 

对议会负责。

“一些时候他必需发言，这是他所要 

求的时间，他得到了一个时段，希望此事 

可以就此告一段落。”

柯林询问沙菲宜，是否能够确保这类 

情况不会重演，沙菲宜回应说，审讯至今 

没有太多次展延。

“我眼睛老早该动手术了，但为了什 

么？就因为这场审讯，我把它延期了，好 

让我可以继续参与此案，当我的当事人患 

上红眼症，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展延。” 

法官说，这样的情况会是最后一次， 

并宣布休庭，案展明早9时30分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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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納吉出席國會被迫延審

法官“运醒”這應是最後一次

(吉隆坡15日讯）由于前首相拿督 

斯里纳吉人在国会无法出庭，以致他涉 

及的_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1MDB ) 

洗黑钱案无法于今日下午2时30分续 

审，被迫展延至明日上午9时30分。

法官科林劳伦斯对纳吉的缺席感到不 

满，并“提醒”纳吉这应该是最后一 

次，将来不得重犯。

他说，此案的审讯已多次展延，以致 

至今只传召到第九名证人，而且他是因 

为纳吉确认可以于今早完成在国会下议 
院发表2020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演讲， 

这才于昨天允准纳吉的要求，把今曰审 
讯延至下午2时30分。

纳吉也是北根区国会议员；他于今曰 
下午约1时50分在脸书专页"预告”， 

将于下午3时发表针对财政预算案的演 

讲，邀请“书友’’留守。
主控团和辩护律师团于下午2时30分 

在庭内准备就绪，法官科林劳伦斯于下 
午2时32分进入就坐后开庭时，首席辩 

护律师丹斯里沙菲宜站起来详细阐述纳 

吉缺席的情况。
根据沙菲宜，他于中午12时接到纳 

吉电话，告知原被安排于上午11时至 
12时参与财政预算案辩论，但纳吉和6 

名国阵议员的时段被人民公正党主席兼

波德申区议员拿督斯里安华和其他议员 

取而代之。

他声称，纳吉今天要在国会提出非常 
重要的课题，早于两周前就开始准备讲 

词，而且要获得20至30分钟的发言时 

段并不容易。

"在辩论时间被推迟后，纳吉要求把 
其辩论时段推迟到下午4时15分，但不 

得要领，若纳吉获准于原订的上午11 

时参与辩论，他今天就能出庭，但情况 

并不在他控制的范围内。”

"我的当事人想表达他最深的歉意， 

他向法官、检控团队致歉，因为不可避 

免的情况令他无法出庭。如果他这次放 

弃参与辩论，他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 

无法参与。n
沙菲宜表示，其他涉及审讯的国会议 

员，包括已故的前日落洞区国会议员卡 

巴星，不论是作为被告或作为律师，只 

要他们想要出席国会，整个法庭审讯就 

会抽出空档。

他说「所有媒体都都有今日审讯于下 
午2时30分进行的报导，这意味着国会 

官员也应该知道，加上下议院议长丹斯 

里莫哈末阿里夫是前执业律师和前法 

官，理应理解此事的重要性，他建议此 

事就此打住，并于明日上午9时30分恢 
复龄讯〇

与此°同时，首席主控官拿督斯里哥巴 
斯里南高级检察司说，检控团对纳吉的 

缺席感到不满，何况纳吉要出席国会的 

理由不够充分。

他表示，控方不确定辩方何时可以结 

束对第九名证人的盘问，而且还有其他 

的证人在待命，控方希望今日的情况是 

最后一次。（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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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最嚴重

泗岩沬閃電水災
(吉隆坡15日讯）吉 

隆坡昨午下起豪雨，导 

致多个地区发生闪电水 

灾，其中泗岩沬和甘榜

双溪本查拉（Kampung 
Sungai Penchala )是近 

两年来发生最严重的闪 

电水灾，发生树倒意外

之际，水位高涨至成人 

的腰部，造成该甘榜的 
33户人家受影响。

泗岩沬区国会议员杨 

巧双昨晚与吉隆坡市 

政局官员，以及泗岩 

沫区居民代表委员会 
(MPP )第四区区会 

成员，到现场巡视水灾 

灾情及了解情况后说， 

树木倒塌阻碍数个住宅 
花园的入口处，但消拯 

员和市政局官员在接获 

有关水灾和树倒的投报 

后，已在短时间内到现 

场将倒下的树木移开。

她表示，水位大约在1 

小时后才渐渐消退，所 

幸未发生伤亡事故。

另外，杨巧双说，泗 

岩沫区居民代表委员会 

第四区成员当晚也在现 

场分发食物予受水灾影 

响的灾民。（TSI )

■泗岩沫和甘榜双溪本查拉昨午发生2年来最严 

重水灾，杨巧双（右二）及吉险坡市政局官员， 

在泗岩沫区居民代表委员会第四区区会成员到现 

场视察。（图/泗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提供）

Page 1 of 1

16 Oct 2019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49,712 • Page: B4
Printed Size: 15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364.00 • Item ID: MY003758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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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瑞林牽線

育群華中獲30萬建費
(适耕庄1 5曰 

讯）在适耕庄区 

州议员黄瑞林牵 

线下，教育部与 

雪州政府分别拨 
款20万和10万令 

吉给育群国民型 

华文中学，以作 

为建设综合大楼 

工程之用。

黄瑞林说，州

政府已制度化拨 
款华教多年，其 

选区内的华小与 

华中也屡次受 

惠，而育群华中 
目前正展开综合 

大楼建设工程， 

建筑经费却一直 

无法筹足，因此 

也积极地协助向 

教育部和州政府

申请拨款。
他今日针对育 

群华中的综合大 

楼建设工程，陆 

续接获来自教育 

部和雪州政府拨 

款一事，发文告 

说，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 B前已移 
交第一季教育拨 

款，州内105间华

小、4间独中，超 

过20间华中与教 

会学校共获702万 

令吉。

他透露，其中 
育群华中获得10 

万令f，创下历 

年新高；而来自 
教育部的20万令 

吉年度拨款，也 

在日前汇入董事 

部户头，可谓双 

喜临门。

黄瑞林强调， 

教育是塑造国家 

未来的关键领 

域，因为下一代 

接受完善教育体 

系，才能打造稳 

步前行的社会， 

因此希望广大校 

友积极响应，本 

著回馈母校的感 

恩精神，帮助育 

群的学弟妹拥有 
更好学习环境。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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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降雨量料达360毫米

雪低洼区居民受促防水灾
(莎阿南15日讯）雪州气象局预测

10月降雨量高达240毫米至360毫 

米，估计也是最高降雨量季节，促请 

低洼地区居民做好水灾或突发水灾工 

作。

据雪州指挥中心天灾管理单位今 

日文告指出，据预测，东北季风的 

11月降雨量平均会达到250毫米至 

370毫米，而12月则有200毫米至

300毫米。

因此，雪州政府提醒该些易引发 

水灾的高风险区，做好准备，以及时 

刻听从安全执法单位的即时指示。

雪州政府已指示各县署天灾管理 

委员会、安全单位及地方政府主席， 

提前准备好应对措施，随时面对突发 

水灾、水灾、土崩、暴雨及其他天灾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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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同框

安华阿兹敏喝咖啡聊天
(吉隆坡15日讯）屡传与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不合，公正党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今天与 

安华在国会议员咖啡厅碰 

面时，气氛融洽。

两人不合的传言自第 

14届大选后满天飞，后来 

爆发男男性爱短片风波，

“

有传闻指阿兹敏阿里计划 

退党，并成立新的政党。

之后，阿兹敏阿里也 

多次缺席党内部会议，包 

括该党政治局会议。

两人这一次会面引起 

媒体高度关注。

在场的还有公正党总 

秘书拿督斯里赛弗丁。

除非有人逐我出党 安华与阿兹敏阿里和赛夫丁纳苏迪安（中）在国会议员咖啡厅聊

阿兹敏否认另起炉灶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认为，该党元 

老赛胡先阿里博士指他萌生 

另创新党的念头，或是因为 

前者妒忌首相敦马哈迪医生 

深受国人欢迎。

他强调，他是由公正党 

党员所投选，因此他会继续 

留在该党，致力建设党，并 

会支持党领导层。

“除非有人要将我逐出 

党。”阿兹敏今日在国会走 

廊，针对赛胡先阿里宣称他 

有意另创新党一事如是指

出。

早前媒体报道，赛胡先 

阿里揭露，阿兹敏在与党主 

席拿督斯里安华关系闹僵 

后，曾萌生创办新政党，另 

起炉灶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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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冷水供恢复
(吉隆坡15日讯）乌鲁冷岳县水供已全面恢 

复供应。

雪州水供有限公司今R发表文告指出， 

早前因为受到冷岳河滤水站电供系统损坏而 

制水的乌鲁冷岳县，0前水供已恢复。

任何疑问可拨打热线15300或Whatsapp 

至 019-281 6793 / 019-280 09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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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朗桑入股纸箱公司85%
(吉隆坡15日讯）柏朗桑集团 

(KPS，5843，主板工业股）用 

2125万令吉，收购纸箱制造商 

Taspaek工业有限公R] 85%股 

权°

该集团R前发文告指出， 

间接独资子公司Polyplus包装 

(柔佛）有限公司，与卖方签 

署股份销售合约。

卖方为Taspack工业董事 

经理拿督林建中（译音）、营 

运董事张金言（译音），出售 

股份比重分別为40 %.和18 %.， 

以及卖出27%股权的苏运雄 

(译音）•

完成收购后，前二者将继 

续管理公R]。

除了制造纸箱，Taspack工 

业还为制造业提供说明手册印 

刷服务。

末季开始贡献

文告指出，股权售价符合 

行业标准，即财年企业价值 

(EV/EBITDA) 3.5 倍，及本益 

比5.9倍，并将完全通过内部 

筹措收购资金，估计本财年末 

季开始贡献盈利。

该集团解释，收购能加强 

与巩固综合包装解决方案供应 

商的身份与形象。

闭市时，柏朗桑集团报 

69.5仙，跌2仙或2.8%，成 

交量132万73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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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巴生15日讯I明

@年1月起，凡是100英 

亩以上的棕油种植园 

主必须申请大马永续 
i棕油认证（MSP0)， 

否则将不获大马棕油 
X局(MP0P)更新执照！ 

w 为推动棕油业发

jSi展，政府斥资1亿令 
吉，协助棕油业园主 

mh申请大马永续棕油认 
M证。但截至8月31曰 

I胃I为止，只有31$园主 

响应。
wp 原产业部长郭素
U沁表示，政府希望今 

年年底可达到70%的目 

•^标，到了明年1月起， 

Hb 英亩以上的大园主
必须获得有关认证。 

兰#郭素沁今天上午出席 

g目巴生港口咖哩岛森那 

1美最大的永续棕油认
•证（CSP0)中心主持 

^开幕仪式，在新闻发 

_布会上这麽表示。

^推廣棕油體驗館

yrft 她说，棕油研

究中心将具备教育功 
^能，自落成以来，每 
n•^月至少有400位国内外 

游客观光。

她指出，森那美永续棕油 

认证中心的棕油体验馆于今年 
3月首次开放让民众参观，为 

了推广油产业，将建议旅游部 
把体验馆纳入2020大马旅游年 

景占之一。

另外，郭素沁表示，我 

国至今尚在等待印尼的烧芭活 

动调查报告，以证实我国企业 

在邻国进行违法活动。森那美 

种植的政策原本就摒弃烧芭活 

动，据报告，每个1万公顷的 

种植园区，里面其实有许多村 

落在从事传统农耕。

针对路透社报导，印度在 

考虑将终止从马来西亚和东南 

亚区域进口棕油产品；郭素沁 

表示，政府目前正在讨论这个 

课题。

另外，森那美集团经理 

莫哈末赫米披露，为响应产业 

智能和自动化，该公司今年已 
裁掉30%员工。所谓减少30$员 

工不止在种植业垦殖区，还包 

括其他产业链。不过科研和技 

术中心一直在请人。今日出席 

者包括雪州行政议员甘纳巴迪 

劳、莲花苑州议员黎潍昌、班 

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和无拉港 

州议员王诗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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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5日讯|民公正党两

巨头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今早在国会大厦 

聚首会谈，阿兹敏阿里强调，两 

人仅讨论经济及贫富悬殊课题， 

没触及政党事务。

也是经济事务部长的阿兹敏 

阿里，今日在国会走廊受访时表 

示，他们今早仅讨论上述课题， 

实现我国经济目标。

「我们只聚焦人民课题。」 
他称，两人都视《2〇2〇年财

政预算案》为实现共享繁荣愿景 
的第一步。

「安3华十分积极提供意见， 

盼望该愿景真能解决地区、族 

群、阶级间的贫富悬殊问题。」

有責任改善經濟

「国人在509大选给予希盟厚 

望，我身为经济事务部长，有责 

任改善国人社会经济地位。」

询及他和安华在党内是否 

不和时，他说一切只是媒体散

與安華會面沒觸及黨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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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汇款的程序。

槟城15曰讯人今口

民公正党两大巨头党 
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和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今日面谈 

和解事宜？被视为阿兹敏阵营「大将」 

的该党副主席祖莱达则不表认同，并认 

为安华与阿兹敏阿里在国会见面是很平 

常的事，而她坚持安华必须会见所有票 

选理事，并解决问题。

她今日出席地方政府第7届亚太区 

城市论坛（APUF-7)开幕仪式后，受 

询及如何看待安华今午在面子书上传

:2人會面很平常
他、阿兹敏阿里及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 

里赛夫丁纳苏申在国会咖啡厅的合照。

她说，过去她也常与安华见面，但 

并非商讨重要的事情。在公正党爆发内乱 

事件后，已不只一次公开要求安华召开特 

别会议，以会见公正党党内反对派领袖的 

祖莱达，今日也重申她所要求的并非是领 

袖之间单独见面，反之是要安华会见所有 

票选理事，并坐下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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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馬航建議書處探討階段
吉隆坡15日讯|经济事

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表示，国库控股还在研究所 

收到的收购马航建议书。

他强调，现阶段是要确 

保整个价值能达到最大化， 

并鉴定适合的合作伙伴注人 

资金。

「我们正在探讨有关的

建议书，以确保国库控股不 

再承受必须注入更多资本进 

马航的负担。我们正在讨论 

有关的选择方案，并希望尽 

快获得结果。」

他说，接下来*国库控 

股董事部在下周召开的会议 

会继续讨论，并期望取得进 

展。

阿兹敏周二在国会走廊接 

受访问时，发表上述谈话。

另外，针对吉兰丹大臣 

拿督阿末耶谷称，丹州政府 

在9月17日从联邦政府拿到 

的款项是回馈金，而不是财 

政部长林冠英所说的石油税 

一事，阿兹敏阿里表示，本 

身不确定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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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0英宙■地 

需申谓永续嫌油证

郭素沁（左3)参观森那美永续棕油认证中心。左起为王诗 

琪、法兰克安东尼和梁德志。

巴生15曰讯|明年

1月起，凡是100英亩 

以上的棕油种植园主 

必须申请大马永续棕 

油认证（MSP0)，否 

则将不获大马棕油局 

(MP0P)更新执照!

为推动彳示油业发展’政府斥 

资1亿令吉，协助棕油业园主申 

请大马永续棕油认证。但截至8月 

31日为止，只有31%园主响应。

原产业部长郭素沁表示，政 

府希望今年年底可达到70%的目 

标，到了明年1月起，100英亩以 

上的大园主必须获得有关认证。

郭素沁今天上午出席巴生 

港口咖哩岛森那美最大的永续踪 

油认证（CSP0 )中心主持开幕仪 

式，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表示。

推广棕油体验馆

她说，棕油研究中心将具备 

教育功能，自落成以来，每月至 

少有400位国内外游客观光。

她指出，森那美永续棕油认 

证中心的棕油体验馆于今年3月首

次开放让民众参观，为了推广油 

产业，将建议旅游部把体验馆纳 

入2020大马旅游年景点之一。

另外，郭素沁表示，我国至 

今尚在等待印尼的烧芭活动调查 

报告，以证实我国企业在邻国进 

行违法活动。森那美种植的政策 

原本就摒弃烧芭活动，据报告， 

每个1万公顷的种植园区，里面其 

实有许多村落在从事传统农耕。

针对路透社报导，印度在考 

虑将终止从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区

域进口榜油产品；郭素)'心表示， 

政府目前正在讨论这个课题。

另外，森那美集团经理莫哈末 

赫米披露，为响应产业智能和自动 

化，该公司今年已裁掉30%员工。 

所谓减少30%员工不止在种植业垦 

殖区，还包括其他产业链。不过科 

研和技术中心一直在请人。

今曰出席者包括雪州行政议 

员甘纳巴迪劳、莲花苑州议员黎 

潍昌、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和 

无拉港州议员王诗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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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用水方法

戈刷牙时使用水杯并关上水喉头j 
2每周洗衣两次 

3维修漏水管

4洗澡中沐浴擦肥皂时关上花洒 

5不使用水管另用容器盛水浇花灌溉 

6不使用水管洗车 

7洗脸时关上水喉头 

S洗手或洗碗碟时使用预先盛装 

用水并关上水喉头

雪民日用222公升 

糊用水日常做睡
吉隆坡15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雪州人民目 

前的日均用水量高达222公升，远比邻国新加坡人民的日 

均用水量165公升和泰国人民日均用水量193公升来得高。

阿米鲁丁与苏海米为节约用水醒觉运动主持推介，在水龙头装上纽扣型节水套 

管日积月累可节省10至15公升用水量。 -邱继贤-

他说，尽管雪州用水在今年略下降了5 

公升日均用量，相比要达到全国180公升日 

均用水量的目标并不容易，惟若未来两年 

能达到200公升日均用量，将会是不错的表 

现0

「我们希望通过节约用水控制成本上 

扬，这会对水费带来正面效果。」

他也说，州政府将探讨在2020年雪州 

财政预算案中附增节约用水奖掖，以鼓励 

人民节约用水。

阿米鲁丁是于今日出席在双溪杜亚鹅 

唛花园举办第14场节约用水推介仪式时， 

这么表示。这场节约用水活动下一站将巡 

作，加上拉柏汉达贡滤水站，将协助提升 

雪隆地带增加储水量，但这不表示人们可 

持续过量的用水。

另外，雪州水务管理公司单务主管尤 

索夫沙努吉向双溪杜亚鹅唛花园居民分析 

当地日均水供用量时，表示单单是鹅唛花 

园1200个水供用户，日均用水量就达到234 

公升。

「雪州222公升日均用水量等同222瓶 

1公升装的矿泉水，以荅都急花园1200水供 

用户（约5256人），每人每天耗用日均用 

水达到234公升，如果节约用水，可以每人 

省下1瓶矿泉水用量，就等同于节省5.256 

回至巴生港口以及加影。

2滤水站年杪运作

阿米鲁丁说，节约用水醒觉活动包 

括鼓励家庭水供用户、政府单位、民众会 

堂、宗教场所节约用水，尤其避免经常频 

密洗车或浇花的无效率过度用水。

他表示，今年杪冷岳2滤水站将投入运

立方米水量，相等于1辆的水槽车容量。」

尤索夫说，鹅唛花园居民经用水习惯 

分析，发现40%用户每月用水量超过35立方 

米，将近50%居民用水量在20立方米以内， 

余下10%用水量介于20至35立方米之间。

他提醒居民，世界卫生组织定下的日 

均用水是165公升'如果家庭用户米用集雨 

储水，1公升容量的储水等同1立方米的水 

量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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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华会面
吉隆坡15日讯|民公正党

两巨头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今早在国 

会大厦聚首会谈，阿兹敏阿里 

强调，两人仅讨论经济及贫富 

悬殊课题，没触及政党事务。

也是经济事务部长的阿兹 

敏阿里，今日在国会走廊受访 

时表示，他们今早仅讨论上述 

课题，实现我国经济目标。

「我们只聚焦人民课

题°」

他称 > 两人都视《2020年

没触及党务
财政预算案》为实现共享繁荣 

愿景的第一步。

「安华十分积极提供意 

见，盼望该愿景真能解决地 

区、族群、阶级间的贫富悬殊 

问题。」

有责任改善经济

「国人在509大选给予希盟 

厚望，我身为经济事务部长， 

有责任改善国人社会经济地 

位。」

询及他和安华在党内是否 

不和时，他说一切只是媒体散 

播的谣言。

当记者追问他如何看待 

早前回击安华的「照镜子论」

时，阿兹敏回应说：「我们身 

为马来人及伊斯兰教徒'需时 

刻自我反应。」

他也澄清，不曾如外界所 

说的，完全缺席公正党会议， 

此前碍于公务在身，才缺席部 

分会议。

「若没公务在身，我必定 

出席党会议。我因公务到访各 

州属时，也会抽空会见当地公s 

正党领袖。」 :

Page 1 of 1

16 Oct 2019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2
Printed Size: 19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438.00 • Item ID: MY003757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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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RK
cnov

i^irn
家立控股（JRK Group)日前为位于蕉赖鸿贸商 

城（Cheras Traders Square)的总部举办开幕仪 

式，以发展商的全新姿态迈向更高的里程碑，计划 

在2年内陆续推出不同项目，大展宏图。

新总部开幕仪式获得众多 

同行及生意伙伴的支持。出席嘉 

宾包括土团党副主席兼前选举委 

员会主席丹斯里阿都拉昔、前吉 

隆坡市政局发展总监兼家立控股 

独立非执行董事拿督莫哈末尤索 

夫、家立控股合作伙伴阿末拉兹 

米及执行董事林紋强。

开幕仪式现场除了有传统舞 

狮表演外，也有茶点与美食招待 

来宾。

该总部共2层楼高，楼上为 

办公室，楼下为销售廊，方便民 

众前往参观，了解更多旗下发展

项目资讯。

家立控股董事主席拿督官政 

锴说，所谓是故，胜兵先胜而后 

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家立 

控股自2014年成立以来，所走的 

每一步都是精心规划而成。

该公司短短5年期间，已在 

巴生谷地区成功收购6块口袋地 

(Pocket Land )，分别在2年内 

陆续发展为士毛月Senesta、武吉 

加里尔Convena、吉隆坡白沙罗 

Elysia、八打灵再也南区Delta及 

蒲种Celestia等，市场发展总值高 

达约7亿令吉。

疗及酒店行业领域为主；待时机成 

熟，便会拓展海外市场，并计划在 

2029年在香港上市。

除了分享整体业务发展，他还 

透露’如今新开设的总邰不会是最 

终目标，预计未来3年后将搬迁至 

孟沙，建造约8层楼高的新总部。

他也分享，年轻人若要在事业 

上创出一片天，就必须谨记3大要 

点，即负责任、细心及不计较，才 

能迈向成功的道路。

ODN 3076483 1016LH

进驻隆金三角加快发展
官政锴强调，「时间就是金 

钱」，家立控股秉持以始为终的 

精神’要先清楚了解未来的发展目 

标，才能一步一步去策划并实现所 

有目标。

为加快企业发展的脚步，他披 

露，该企业未来也有计划在吉隆坡 

金三角地带购地发展项目。

他说，该企业的首要计划是 

在2024年本地上市；之后也会执行 

拼购方案，优先考虑收购教育、医

家立控股新总部位于蕉 

赖鸿贸商城，获得众多 

同行及生意伙伴出席开 

幕仅式，以示支持。

随著新总部的开幕，官政锴 

对于该企业未来的展望也是满怀 

期待，并认为今年下半年是开始 

把筹备已久的项目推出市场的最 

好时机。

而楼高1 5层的低密度住宅 

Senesta将是今年下半年打响头炮 

的项目。

「作为房地产发展界的新 

秀，我们宁愿少赚一点，也要致 

力为住户提供『物有所值」且具 

产业价值的房屋，创造有质量及 

素质的品牌。」

他指出，该企业会根据不同 

的市场要求、地方条件和策略， 

来打造满足购屋者的理想家园。

因此他也说，该企业不会只 

固定推出中端或高端项目，也会 

推出可负担的房屋项目，让首购 

族也能实现购屋愿景。

飄岛^4—她艘幕:爾婚鑑照隙頌

Page 1 of 1

16 Oct 2019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37
Printed Size: 133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3,378.77 • Item ID: MY003757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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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马航建议书处探讨阶段
吉隆坡15日讯|经济事务部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表示，国 

库控股还在研究所收到的收购马 

航建议书。他强调，现阶段是要 

确保整个价值能达到最大化，并 

鉴定适合的合作伙伴注入资金。

「我们正在探讨有关的建议 

书，以确保国库控股不再承受必 

须注入更多资本进马航的负担。 

我们正在讨论有关的选择方案， 

并希望尽快获得结果。」

他说，接下来，国库控股董 

事部在下周召开的会议会继续讨 

论，并期望取得进展。

阿兹敏周二在国会走廊接受 

访问时，发表上述谈话。

另外，针对吉兰丹大臣拿 

督阿末耶谷称，丹州政府在9月 

17日从联邦政府拿到的款项是回 

馈金，而不是财政部长林冠英所 

说的石油税一事，阿兹敏阿里表 

示，本身不确定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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袓菜达：2人会面很平常
槟城15日讯I人民公正党

两大巨头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和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今 

曰面谈和解事宜？被视为阿兹敏 

阵营「大将」的该党副主席祖莱 

达则不表认同，并认为安华与阿 

兹敏阿里在国会见面是很平常的 

事，而她坚持安华必须会见所有 

票选理事，并解决问题。

她今日出席地方政府第7届 

亚太区城市论坛（APUF-7 )开幕 

仪式后，受询及如何看待安华今

午在面子书上传他、阿兹敏阿里 

及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赛夫丁 

纳苏申在国会咖啡厅的合照。

她说，过去她也常与安华见 

面，但并非商讨重要的事情。

在公正党爆发内乱事件后， 

已不只一次公开要求安华召开特 

别会议，以会见公正党党内反对 

派领袖的祖莱达，今日也重申她 

所要求的并非是领袖之间单独见 

面，反之是要安华会见所有票选 

理事，并坐下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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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東北季候風影響

雪降雨量增加
(巴生1 5日 

讯）鉴于我国目前进 

人东北季候风时期， 

大马气象局预测雪州 

-带的雨量会随之增 

加，若持续降雨，可 

能会发生水灾。

雪州天灾管理 

小组发表文告指出，

10月份降雨量为240 

至360毫米、11月份 

250至370毫米、12月 

份则是200至300毫 

米，届时雪州9个县 

将受影响，包括八打 

灵再也、巴生、乌鲁 

冷岳、鹅唛、瓜冷、 
乌雪、雪邦、瓜雪及

沙白安南。

雪州政府建 

议，居住在有关区域 

的民众能事先采取预 

防措施，以及不定时 

关注当局的指示，留 

意气象动态。

另•方面，州 

政府已与各区域灾难 

管理委员会、安全局 

及地方当局进行初步 

防洪工作，以便在紧 

急的状态下能即刻投 

人急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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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床垫必须亲身体验才能作出适合的 

决定。美国品牌金可儿（KingKoil )在这次 

的Homedec家居展中，将在3个区域展示不 

同系列与质感的床垫，在独立私密的小空间 

提供多达20张不同的床褥提供试睡体验，让 

你重新定义舒适睡眠。顾客购买任何金可儿 

床垫系列，还可以获赠多件寝具用品。

Simplicity亚麻床垫系列

2019年全新Simplicity亚麻床垫系列启发自北欧人的 

简雅生活风格与设计，是大马首创及唯一以天然亚麻制 

成的床垫。天然亚麻材质奢华布料的源起可追溯至8000 

年前的历史，古埃及皇族的穿著布料，当时被视为地位 

的象征，彰显了尊贵的生活方式天然亚麻以其健康和 

抗菌特质见称，被许多人视为终极的床垫床面布料。

天然亚麻是一种持久耐用、透气干爽的材质，可保 

持床垫清新、提供最佳睡眠温度，拥有良好的抑制细菌 

功能，可防止皮肤受到剌激，对敏感肤质安全，还可防 

尘螨，避免引起哮喘及其他过敏反应。

这系列床垫具有5区独立袋装弹簧提供最佳的支撑 

与舒适层面，让你一夜好眠。这种床垫能为头及肩部、 

上半身、脊椎及小腿提供分区舒适支撑，协助促进脊椎 

对准及背部健康，让您的背痛获得全面的舒缓。

Luxury Hotel Collection酒店级豪华床垫系列

这系列具备优越功能与特色的床垫，其设计灵感是 

从全球著名国际酒店的床垫品质及水准取得，因为金可 

儿也是全亚洲酒店床垫最大的国际名牌供应商之一，多 

年来一直致力于制造高品质，完美承托的床垫产品。

高级床垫皆为弹簧垫褥，由熟练工匠以手工按照特 

殊规格制成，包括以高级天然乳胶、弹性记忆泡绵及高 

品质超软性泡绵为材料，确保让你在家也能享受犹如五 

星酒店般最舒适的睡眠。

Natural Response天然孚L胶床垫系列

金可儿研发有机乳胶床垫系列采用有机棉布衬托、 

绿色生态床垫，可提供有机环保睡眠方案。许多人喜欢 

乳胶床垫，主要是柔软且弹性带来的舒适睡眠体验。然 

而，不同年龄层对于床垫的舒适要求不一样。上层采用

95%以上的天然乳胶与有机棉布制成，密度级别分为酥 

软、中度软硬、结实和软硬各半，适合不同体型与体重 

的人。

展位：HaU 2 - Lounge 2 & 2J164，HaU 6 - 6P109 
脸笔：kingkoilmalaysia 
网址：www.kingkoiLcom.my

寺久耐

气干爽的袷质， 

可保持床垫清新、提供 

最佳睡眠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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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15日讯）公正 

党副主席祖莱达说，党主 

席拿督斯里安华与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今 

R在国会会面，只是一般 

的会面。

她说：“我和他（安 

华）也曾在国会•对一会 

面-’’

祖莱达也是房屋及 

^&方政府部长，她今日出 

席“第七届亚太区城市论 

坛”开幕仪式后，受记者

安華阿茲敏國會見面

祖萊達：僅一般會面

缺席政治局会议。

市议员涉淡虎 

被定罪将遭对付
针对有市议员因支持 

“淡米尔之虎”而被逮捕 

-事，祖莱达说，R前她 

还未接获来自有关市议会 

的消息，因此未掌握相关 

资料。

她说，任何人若被定 

罪，房地部唯有采取行动 

对付。

询及有关市议员的 

职位是否获得保留时，她 

说，该部的政策是任何人 

-日未被证实犯罪，则可 

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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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吉出席國會缺庭

1MDB洗錢案又展延
(吉隆坡15日讯）原订下 

午2时30分续审的前首相拿督斯 

里纳吉涉及-•马公司（1MDB ) 

洗黑钱案，因被告纳吉人在国会 
无法出庭，而展延至明早9时30 
分〇

法官科林劳伦斯感到不满， 

表示此案展延多次了，至今只传 

召到第9名证人，而且他昨日已 

允准纳吉的要求，把今日的审讯 

延至下午2时30分，因后者当时 

确认他可在今早完成在国会下议 
院发表2020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演 

讲。

法官“提醒”不得重犯

他“提醒”这应该是最后一 

次，不得重犯。

纳吉也是北根国会议员， 
他在下午约1时50分在脸书专页 

“预告”，将于下午3时发表预 

算案的演讲，邀请“书友”留 

守。

2时30分，主控团和辩护律 

师团已在庭内准备就绪，法官在 

2时32分进人就坐后开庭，首席 

辩护律师丹斯里沙菲宜站起来详 

细阐述纳吉缺席的情况。

他说，他在中午12时接到纳 

吉的电话告知，纳吉原被安排在 
早上11时至12时参与财政预算案 

辩论，惟纳吉和6名国阵议员的 

时段被公正党主席兼波德申区议 

员拿督斯里安华和其他议员取而 

代之a

他说，纳吉今天要提出非常 

重要的课题，而且后者早在两周 

前就开始准备讲词，而要获得20 

至30分钟的发言时段并不容易。

因辩论时间被推迟

他说，纳吉在其辩论时间被 

推迟后，要求把其辩论时段推迟 
到下午4时15分，但不得要领， 

若纳吉在原订的11时获准参与辩 

论，今日就能出庭，惟情况并不 

在他控制的范围之内。

“我的当事人想表达他最深 

的歉意，他向法官、检控团队致 

歉，因为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 

他无法出庭，如果他这次放弃参 

与辩论，他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 

内无法参与。”

他说，其他涉及审讯的国 

会议员，包括已故的前日落洞国 

会议员卡巴星，无论是作为被告 
或作为律师，只要他们想要出席 

国会，整个法庭审讯就会抽出空 
申当。

沙菲宜也指出，所有媒体都 
报道今日的审讯在下午2时30分 

进行，这意味着国会官员也应该 

知道，而且下议院议长丹斯里莫 

哈末阿里夫是…位前执业律师和 

前法官，所以他应理解此事的重 

要性，他建议此事就此打住，并 
于明早卯寸30分恢复聆讯〇

首席主控官拿督斯里哥巴斯 

里南高级检察司指出，检控团对 

纳吉的缺席感到不满，并指后者 

以要出席国会的理由不够充分o 

他说，控方还有其他的证人 

在待命，因为控方不确定辩方何 
时可以结束盘问第9名证人，控 

方希望今日的情况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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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呼吁年轻一 
代给予老人更多的陪 
伴和爱护。

副刊/姨
Sin Chew Plus 丨華上Special

| / \ \ \ /\w|—I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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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袁博文

安置被弃养的老人

“ 儿防老”是华人的传统观念，“老无所 

”依”亦是许多父母用来“恐吓”单身主 

义或未婚未育子女的言论，以让孩子们早日结束单身， 

组织家庭。

可是，养儿真的能防老吗？生育子女之后就能保证 

老有所依吗？

在数个月前，在一次专访某政府医院的急诊室医 

生，提及急诊室的床位总是人满为患，最让她感到无奈 

的是那些被子女以疑似“生病”为由送人院，然后就撒 

手离开，拒绝再接回的老人。
“每个月大概会有2至3宗，这种时候我只能找关志 

庭来帮忙安置这些老人。”

医生提到的关志庭，是人民社警协会主席，曾在士 

毛月州议席补选中以独立人士身分上阵，在竞选期间被 

指“提名后不见人影”，又曾说过“用电话上阵”并选 

择用电话作为竞选的标志，表示民众可以随时打电话找 

到他。

跟他约访的这一天，我想我大概明内他“提名后 

不见人影”的原因。他比原先约定的时间大概晚了半小 

时，给他拨电时他正坐着自备的救护车从鹅唛往回赶的 

路上，原来他才刚安抚一名企图自杀的年轻人。

回到蒲种的办公室，他将5个陈旧程度不一的手机 

全摊放在桌上，囫囵地吃了片RotiCanai当午饭，稍微 

喘了口气，才有余暇跟我谈谈:、在专访期间，他还接了 

好几个来自各个医院医生的电话，请他帮忙安排各种贫 

困病患的事宜，3中也包括安置被子女遗弃在医院的老 

人。

“那些子女把老人送到医院后，留下的信息都是假 

的，让医院没法联络上：”

即使留下的地址是真的，关志庭将老人送到家门 

口，子女也会矢口否认那是自家父母，哪怕左邻右舍已 

经证实老人的身分，确认老人的家就在此处，但是家门 

依旧紧锁不愿敞开。

还有一些人，需要将母亲名下的房子过户给自己 

时，忽然凭空出现，等母亲签好字又或者摁下指纹，他 

们又迅速消失，这出神人化的移形换影之术比世界知名 

魔术师大卫•考柏菲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提及这一个个有家归不得的老人触及 

他的泪点，看着高大威武的关志庭 

不禁红了眼眶，频频尴尬地道歉 

拭泪。

►关志庭提到，很多子女 
将老人送到医院后，留 
下假地址、假电话就一 
走了之，即便找到家门

也讲究方法
每当关志庭从医院接N老人后，会先将老人的信息 

上传到脸书或召开记者会，一段时间后确定没有亲人来寻 

回，才会着手安置老人。

“安置这些老人要面对法律的问题，若你接受他们 

之后，他们生病或死亡，他们（亲人）就能把责任推到你 

身上。”

至于没有身分证明的老人，国家登记局亦找不到相 

关的资料，关志庭会先报警说明情况，以便合法处理后 

事。

这些程序看起来琐碎又麻烦，但是很大程度上保障 

双方的利益。

他曾经遭遇过老人在老人院病故后，“蒸发”已久 

的亲人仿佛掐准了时间回到人间找关志庭算账，谴责关志 

庭在没有得到家属同意下就处理老人的遗体。

“他们这种人是要‘找吃’而已。”

这等厚颜无耻的程度，也着实让人叹为观止。

照顾不来

还是不愿照顾？
究竟是有什么深仇大恨让子女能狠下心肠将生育他 

们的父母弃之不管呢？

我曾到某政府的老人院探访，其中-名护士提到， 

尽管老人院只收容60岁以上，以及无亲无故的老人，但仍 

然有很多子女将自己的父母扔在老人院门口就绝尘而去。

她叹息说，有部分老人在年轻时处处留情，并未尽 
到当父母的责任，和孩子之间感情并不深厚，等到日渐老 

迈无法自理，7女都不愿意照护，就直接把他们送到老人 

院，从此不再往来。

关志庭也遭遇过子女因父母年轻的荒唐记恨在心的 

例子。

“这种例子很多，离婚、酗酒、没有照顾家庭等等 

种种原因（导致孩子怨恨）。有时我们找到事主的孩子， 

他们会直接怒骂‘叫他去死吧！ ’。”家家有本难念的 

经，作为局外人的他，只能选择不问:

当然，除了父母子女之间的爱恨情仇，更多弃养父 

母的原因是“照顾不来”。

早前，香港一名苏姓老妇被儿子拒于家门外，即便 

她睡在门外哭声连连，仍不得其门而人。儿子以老妇无法 

自理，他家中又有两个小孩，照顾不来为由，拒绝将老妇 

从老人院接冋看顾，当中他与两个姐妹各种纠纷就不详加 

细说。

“照顾不来”往往是老人们被弃养的最主要原因， 

是子女合理化自己甩掉“包揪”，并且看起来不那么冷血 
的“苦衷”。

关志庭°接获的案子，事主大多数是失去生活自理能 

力，有些懵懵懂懂，神智不太清醒^

“很多被弃养的老人都是躺在床上的，已经痴痴呆 

呆。那些子女就是嫌麻烦，不想照顾。”

然而，“经济问题”真的是抛弃父母的万能“苦 

衷”吗？

“有 '个怡保的安娣找上我，请我送她到她儿子家 

门口她那时候罹患癌症，第四期了，可是她儿子还是不 

要认她。她儿子的家大大间，有豪车，就是不要见她。”

也因此，每当关志庭去陪伴这些老人时，从不与他 

们深人谈及子女相关的问题，总是•笔带过，怕触及他们 

的伤心事。

他叹道，就算父母有什么错，最后_面还是 

要去见一见的吧？但仍然有很多临终的老人等 

不来子女告另1J 3
生前无人养，死后无人葬，关志庭唯 

有取代子女的角色陪着这些孤苦的老人走 

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这是我的福气。”他说。

他们也不愿承认父
母的身分。

10%老人阮?元民

被子女
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通过WhatsApp提供的资料显示，政府 

旗下老人院分为Rumah Seri Kenangan 

和RumahEhsan两种，前者人住的条 

件是60岁以上无亲无故，生活可以自 

理，让居无定所的孤独老人安稳度过 

最后时光；后者则是给予卧床不起， 

生活无法自理、没有收人或亲属的老 

人庇护和治疗，确保老有所依。
2016年至2018年长者被送人老 

人院的最主要原因是亲属没有能力照 
顾，截至2019年1月，在我国福利部旗 

下老人院居住的1657人中，因此原因 

进人老人院的院民约占39%，多达644 

人，当中有364名男性，280名女性。

而有10.05%即166人是被家人弃 

养（<lipinggir)，以男性居多（112 

人）〇

然而，这也许只是冰山一角，因 

为在民间老人院或安老院还有更多被 

弃养的老人，等待着回家。

杨巧双表7K,长者为马来西亚贡 

献良多，总有…日我们也终将老去， 

我们要加强亲人之间的纽带，父母必 

须以身作则，向孩子展示如何尊重和 

照顾祖父、祖母^

“我们想要看到更多代际之间的 

互动。年轻一代需趁着祖父母仍在身 

边时，尽可能拨出时间陪伴。我希望 

看到长者能生活在充满爱的家中&只 

有那些无儿无女的长者才需要政府的 

老人院照顾。”

关志庭则呼吁政府出台有关的法 

律以保障老人的利益，比如每个月从 

子女的薪水扣除部分数额予双亲作为 

日常生活费用等等

“政府可以为他们提供医疗，但 

是生活费怎么办呢？看多了真的觉得 

很悲凉】”

T

长者入住老人院的原因 男性 女性 大总数

巫 华 印
半岛

原住民

沙巴

原住民

砂拉越

原住民
其他 总数 巫 华 印

半岛

原住民

沙巴

原住民

砂拉越

原住民
其他 总数

单身：没有家庭/子女 136 122 71 3 5 337 102 50 29 1 4 186 523

健康问题：生病、无法自理、子女没有 

能力赡养/治疗

48 28 20 96 41 19 13 73 169

残疾问题 7 5 3 15 9 3 3 15 30

照顾问题：

子女/家庭没有能力照顾

213 104 42 1 4 364 184 56 36 4 280 644

虐待问题：

被亲人精神/情绪/肉体虐待

3 2 2 7 13 5 2 20 27

被家人边缘化：家人不愿意照顾 51 37 21 3 112 32 13 8 1 54 166

贫穷：无法养活自己 14 8 8 30 14 10 8 32 62

S難 8 8 5 21 5 8 2 15 36

总数 480 314 172 3 1 12 982 400 164 101 ■ 9 675 1657

数据截至2019年1月资料来源：妇女及家庭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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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礼现场也派送节水器，鼓励 

民众安装在水龙头以达到省水效果。

—阿米鲁丁（右）在苏海米的 

陪同下，为“成为节水勇士”节省 
用水运动主持推介礼

W大臣：考慮明年實行

省用永有額外獎勵
(士拉央15日讯）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表示，为了鼓励民众 

节省用水，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Air Selangor )推出多项节省用 

水运动，而他或在明年财政预算 

案中为推广节省用水设有额外奖

励（Insentif Tambahan ) 〇

他说，州政府一直以来都极力提 

升及维护州内的水供，包括增减2个 

新滤水站、提升原有的滤水站设备、 

更换旧水管等工作，以确保州内子民 

获得更好的净水供应，但人民同时也 

应该改变用水态度。

雪隆布城用水量比邻国高
他也说，雪州、吉隆坡及布城的 

用户H前的平均每天的用水量，相比 

起邻国是局出了许多。

他是于今日出席雪州水务管理 
公司举行的节省用水运动主持推介礼 

时，如是指出。

这项主题为“成为节水勇士”
(Be A Water Conservation Warrior ) 

的省水运动，也将从今日起至2020年 

1月15日期间举行以节省用水为主题 

海报设计及影片比赛，并送出丰富的

奖品<4

阿米鲁丁指出，如这类的有奖比 

赛也是他们推广省水的努力之•，而 

目前是从住家开始，随后再将类似的 

省水运动延续到各机构包括政府办公 

室、学校、清真寺及民众会堂等。

他说，雪州是与全国所定的目标 
-致，希望在2020年达到每人毎天平 

均用水量为180公升，惟他了解这并 

非是…件容易的事，若雪州能在这-- 
两年内将平均用水量从222公升减至 

200公升，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水费调整稍后公布

另外，阿米鲁丁被问及水费调整 

-事时表示，现阶段暂时没有进展。 

他会在有结果后作出公布。

他也针对河流污染问题指出，污 

染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所造成，H 

前能确认的是环境局发现在主要人口 

出现倾倒活动。

他说，州政府现在主要是要更正 

监督系统，以减少机会让不负责任的 

行为发生，因此希望相关方面都能根 

据标准作业指南去监督，更准确地掌 

握情况。

盼
平
均

天
用
水
量
减
至

180
公
升

州水务管理公司首 

席执行员苏海米指 

出，根据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 
(SPAN )于2017年的数据显 

示，雪州、吉隆坡及布城的用户 

平均每天的用水量为222公升， 

然而邻国包括新加坡及泰国分别 

仅有165公升及193公升。

他也说，节省用水运动与国 
家水务服务委员会（SPAN )定 

下，在2020年将平均每天用水量 

减至180公升的目标相符，而世 

界卫生组织（WHO )的目标是 

平均每天用水量为165公升。

此外，苏海米表示，在雪隆 

及布城的用户逐日增加，以及面 

对提升储备水的挑战下，该公司 

开始关注提高用户正确用水的醒 

觉意识，其中包括通过成立节省 
用水小组（Unit Pejimatan Air ) 

以举行更多相关运动。

他说，该公司至今共推出多 
达22项节省用水的活动，其中14 

项是联同州议员一起举办，而该 

公司也会持续进行相关运动，希 

望能借此成为我们的社会文化， 

让民众更珍惜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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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篇蓽中獲級30蒿
(适耕庄15日讯）为协助育群国民型华 

文中学建设综合大楼工程，教育部与雪州政 

府通过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的牵线，分别 

拨款20万和10万令吉给校方。

黄瑞林表示，州政府已制度化拨款华教多年， 

其选区内的华小与华中也屡次受惠，而育群华中n 

前正展开综合大楼建设工程，建筑经费却•直无法 

凑足，因此也积极地协助向教育部和州政府申请拨 

成。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日前已移交第•季教育 

拨款，州内105所华小、4所独屮，超过20所华中与

教会学校共获702万令吉；其中育群华中获得10万 

令吉，创下历年新高；而来自教育部的20万令吉年 

度拨款，也在日前汇入董事部户头，可谓双喜临

n。，’
他今日针对育群华中的综合大楼建设工程，陆 

续接获$自教育部和雪州政府拨款…事，发表文告 

如此表7K。

他强调，教育是塑造国家未来的关键领域， 

因为下一代接受完善教育体系，才能打造稳步前行 

的社会，因此希望广大校友积极响应，本着回馈母 

校的感恩精神，帮助育群的学弟妹拥有更好学习环 

境。

育群华中综 

合大楼工程建筑 

费一直不敷，希 
望爱华教之人踊 

跃捐献。

黃瑞林牽線助籌建綜合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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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参赛者与嘉宾合影。

(沙亚南I5日讯）由沙亚南 

市政厅第21区域（U13区）居民代 

表委员会、非政府组织实达阿南职 
业妇女团体（Women@Work)及 

顶级手套基金会联办的“拯救地 

球”环保创意比赛，日前顺利举 
n □行。

比赛分为2组，A组为年龄介 

于9至12岁的6支队伍参赛；B组是年龄介于13至 

18岁的10支队伍参赛。每个团队各自展现突发 

奇想的创造力与才华，将废物或再循环物研制 

成能保护地球的作品。
沙亚南市议员兼第21区域（U13区）居民 

代表委员主席萧欢延表示，希望通过实达阿南 

清洁与卫生运动，推广环保醒觉意识，教育年

轻一代爱护地球的重要性，并承诺常年举办该 

项比赛，鼓励更多有创造力的优秀后辈参与。

“环保嘉年华” 20日举行

另一项环保社区活动“环保嘉年华”也将 

在本月20日（星期日）上午卯寸至傍晚7时，于 

实达阿南的Eeo Arrlence销售廊举行

此活动包含二手市集、环保教育课程、爱 

护地球与自然生态醒觉影片、绘両填色比赛及 

“拯救地球”创意比赛的得奖作品展示，欢迎 

民众踊跃出席。

主办方愿能达到千人参与绘両填色比赛， 

为实达阿南创下大马纪录。

欲知更多详情，可关注脸书专页https:// 

www.facebook.com/events/97516287282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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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玉虛宮神誕晚宴

撥2干捐2華小
(士拉央15日讯）士拉央玉虚宫姜 

太公堂昨晚在唐朝宴会厅设联合晚宴， 

热烈庆祝姜太公千秋寿诞，喜庆不忘华 
教，特拨出2000令吉分别捐献给士拉央 

华小及侨民华小。

士拉央市议员余深恩代表白沙罗 

区国会议员潘俭伟致词时呼吁雪州境内 

的住家神庙响应州政府的漂白计划，向 

政府申请将私人地段转换为合法的神庙 

地，但条件是必须获得左邻右舍的同 

意。
他说，州政府是在今年5月实施住 

家神庙漂白计划，让许多住家神庙可以 

转换为合法神庙，因为目前雪州有超过 

万间非法的住家神庙。

合法神庙享宗教地征税

他指出，通过转换为合法神庙，不 

但可以拥有永久性的膜拜场所，而且还 
可以享有每年象征式的宗教地征税。他 

说，有意申请转换宗教地的神庙单位， 
可以向他寻求协助，电话为：011-3760 

0828。

较早时，大会主席王理一道长致词 

时感谢善信及理事出钱出力，使玉虚宫 

姜太公堂神诞庆典成功举行。他说，玉 

虚宫目前正如火如荼展开在新古毛的第 

1阶段建宫计划，耗资300万令吉，他 

希望各方善信能够慷慨献捐，使到建宫 

计划能够早日落成。

玉虚宫全体理事合照。

王理一（右）移交义款给士拉央华 

小董事侯明丽。中为邓诗汉见证。

筹委会主席陈宗财（右）移交华 

教捐款支票给侨民华小董事王国胜， 

中为游佳豪见证。

晚宴出席者包括甲洞国会议员林 

立迎政治秘书游佳豪、士拉央市议员 

黄伟强及顾问拿督邓诗汉等。

晚宴也获得白沙罗区国会议员潘 

检伟拨款1000令吉。大会也举彳了福品 
招标，筹得3万8999令吉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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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15日讯）为改善安邦河污染 

情况，居住在安邦河附近的社区群体成 

立“安邦河之友”，以领养该河流避免 

日后面对污染。

“安邦河之友”是配合生命之河计 
划第3B阶段成立，并由水利灌溉局管 

辖。另外，安邦再也多个团体，如安邦 

马来甘榜、居民协会、安邦国小、拿督 

阿末拉查里国中、安邦公主专科医院、 

乌冷县土地局、安邦再也市议会及安邦 

再也警局总部等一同参与

改善河流污染情況

數社團設安邦

清出8萬公斤垃圾

凯里（右一）为“安邦河之友”主 

持成立仪式后，栽种小树苗&

利灌溉局河床管理主任凯里在主持“安 

邦河之友”成立仪式时表示，根据该局 
的资料显示，该方于2019年在安邦河一带共收集到 

8万公斤固体垃圾，等于每日有219公斤的固体垃圾 

丢人安邦河。

“非法将垃圾丢人河内市导致河流污染的主 

要原因，尤其是安邦河。根据资料，在2019年首3 

个月，安邦河共有约3万2000公斤垃圾，包括各种 

垃圾、电子垃圾及大型垃圾。”

他说，根据污染情况，安邦河的水质不会提 

升至第三等级，即不适合有身体接触。同时，安邦 

河也不适合作为提供饮用净水、游泳及垂钓用途。

“透过成立安邦河之友，民众及团体可以分 

享他们的计划及展开各种活动，改善安邦河的情 

况。”

他说，安邦河之友同时也在安邦国小附近设 
立名为“华丽山镇城市菜园”，作为活动之-

Page 1 of 1

16 Oct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3
Printed Size: 21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6,515.15 • Item ID: MY003758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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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四楊
巧

石雙
-偕 

官
■—I

i
受i 

災I

(吉隆坡15日讯） 

吉隆坡昨午下起豪雨， 

导致多个地区发生闪电 

水灾，其中洒岩沫区的 

灾情最为严重，发生树 

%lfc 倒意外，道路甚至汪洋

^ ^ 泗岩沫区国会议 

:::y :，3员杨巧双昨晚与吉隆坡 

目市政局官员，以及泗岩 

沫区居民代表委员会 
(MPP)第四区区会成 

员，到现场巡视水灾灾 

情及了解情况6

杨巧双指出，这 

是泗岩沫和甘榜双溪本 

查拉(Kampung Sungai 

Penchala)近两年来发 

生最严重的闪电水灾，水位高涨至成 
人的腰部，造成该甘榜的33户人家受 

影响。

倒树已移开

泗岩沫和甘榜双溪本查拉昨午发生2年来最严重水灾，杨巧双（右二）及 

吉隆坡市政局官员在泗岩沫区居民代表委员会第四区区会成员的带领下，到现 

场了解水灾灾情。（图/泗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提供）

她说，树木倒下阻碍数个住宅 

花园的人口处，但消挺员和市政局官 

员在接获有关水灾和树倒的投报后， 

已在短时间内到现场将倒下的树木移 

开。

她表示，水位大约在1小时后才 

渐渐消退，所幸未发生伤亡事故，汹 

岩沫区居民代表委员会第四区成员当 

晚也在现场分发食物给受水灾影响的 

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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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津15日讯）万津中元公 

会主席郑宝庆吁请万津区居 

民，踊跃加入成为该会会员， 

共同壮大该会组织阵容，以促 

进联系，并发扬传统优良的华 

族文化。

他说°，成立中元公会旨于推 

广及发扬盂兰胜会的教义精 

神，推动恵及会员福利及提升 

相关的活动，同时展开社区及 

社会服务工作等。

“多年来，我们均为庆赞中

鄭寶慶吁萬津區居民

加入壯大中元公會
元普度功德法会，共同提倡孝 

道及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神。”
他曰前为该会第4届（2019- 

2021年度）理事会宣誓就职典 

礼，这么指出。

公永
山

会山~郑裕 

新，在宝、 
届前f庆施 

理排^、丰 
事左^尤强 
宣起、永、 
誓为陈利杨 
就林季、it

的星期三，在万津服务中心； 

每逢双数的星期三，将在仁嘉 

隆服务中心会见选民，协肋解 

决选民所面对的问题。

60歲可申請親善基金
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指出， 

他已开始在2个服务中心定期会 

见选民，每逢星期三晚上8时至 

10时，选区内居民如有任何问 

题，都可以直接到有关服务中 

心见他，不必预约，每逢单数

■职进川林祥 
万，兴、戾S 
津右、颜镇周 

中为童进、g 
元刘¥明吴2

他也介绍雪州政府推行的多 

项惠民政策，并鼓励人民提出 

申请。

他说，乐龄亲善基金的方式 
经有所改变，凡是年届60岁的 

选民都可登记申请，州政府将 

依据受惠人士的生日月份，发 

放100令吉购物礼券，乐龄选民 

可到州议员服务中心办理登记 

甲请手续。

他也1 足请居民们多关注发展 

大蓝图的规划建议，了解瓜冷 

县未来的发展。
联欢晚宴上还有卡拉0K歌唱 

节目助兴。出席参与其盛的 

嘉宾尚有尚有瓜冷县议员洪俪 

容、林斗益及颜毅靖，明年度 

普渡胜会炉主林忠有及明年度

普度胜舍财政臨祖哀盖
P pressreader

BY PRESSREADER'

PressReader.com +1 604 278 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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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下月預算案呈建議

節省用水
(士拉央1 5日 

讯）节省用水，或 

有额外奖励！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指出，为了鼓励民 

众节省用水，他或 
于11月提呈的雪州政府2020年财政预算案 

中，建议给用节省用水的用户，额外奖励
(insentif tambahan) 〇

推出節省用水運動

他今日出席雪州水务管理公司举行的节 

省用水运动主持推介礼时说，雪州、吉 

隆坡及布城的用户目前的平均每天的用水 

量，相比起邻国是高出了许多，雪州水务 
管理公司（Air Selangor)因此推出多项 

节省用水运动，希望用户能响应。

他说，州政府也极力提升及维护州内水 
供，包括増设2个新滤水站、提升原有的滤 

水站设备、更换旧水管等工作，以确保州 

内子民获得更好的净水供应，但人民同时 

也应该改变用水态度，节省用水。
这项主题为“成为节水勇士” （Be $ 

Water Conservation Warrior)的省水运 

动，也将从今日起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

. Air Selangor

举行以节省用水为主题海报设计及影片比 

赛，并送出丰富的奖品。

阿米鲁丁指出，这类的有奖比赛也是他 

们推广省水的努力之一，目前是从从住家 

开始，随后在再将类似的省水运动延续到 

各机构，包括政府办公室、学校、清真 

寺、民众会堂等。

阿
米鲁丁被问及水费调整一事时表示， 

现阶段暂时没有进展，而他也会在有 

结果后作出公布。

他也针对河流污染问题指出，污染是因 

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目前能确认的 

是环境局发现在主要入口出现倾倒活动。

水費調整暫沒進展
他说，州政府现在主要是要更正监督系 

统，以减少机会让不负责任的行为发生， 

因此希望相关方面都能根据标准作业指南 

去监督，更准确地掌握情况。

阿士 
米■- 
鲁节 
丁省 

用 
右氺

在动 
苏主 
海持 
米推 
陪^ 
同礼 
下。

A

为
II

他说，雪州是与全国所定的目标一致， 
希望在2020年达到每人每天平均用水量为 

180公升，惟他了解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 

事，若雪州能在这一两年内将平均用水量 
从222公升减至200公升，也是一个不错的 

成绩。

曰用水量減至180公升
>州水务管理公司首席 

执行员苏海米指出， 

根据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 
(SPAN)于2017年的数据 

显示，雪州、吉隆坡及布 

城的用户平均每天的用水 
量为222公升，然而邻国包 

括新加坡及泰国分别仅有 
165公升及193公升。

他说，节省用水运动

与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 
(SPAN)定下，在2020年 

将平均每天用水量减至180 

公升目标相符，而世界卫 
生组织（WHO)的目标是平 

均每天用水量为165公升。

苏海米也说，在雪隆及 

布城的用户逐日増加，以 

及面对提升储备水的挑 

战下，该公司开始关注

提高用户正确用水的醒 

觉意识，其中包括通过 
成立节省用水小组（UiUt 

Pejimatan Air)以举彳了更 

多相关运动。

他说，该公司至今共推 
出多达22项节省用水的活 

动，其中14项是联同州议 

员一起举办，而该公司也 

会持续进行相关运动，希 

望能借此成为我们的社会 

文化，让民众更珍惜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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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CBC Al-Amln銀行

捐自閉症運動會4萬
Th« National

iBCflL-flmin

RM 40, 000

■费天娜（左起）与法茲拉代表签署合作备忘 

录。

(八打灵再也1 5曰 

讯）马来西亚全国自 
闭症协会（NASOM) g 

得OCBC Al_Am;in^|fT 

有限公司（OCBC A1- 
Amin)，献捐4万令吉作 
为2020年东盟自闭症运 

动会赞助费。
OCBC Al-Amin 是华侨 

银行（马来西亚）有限 
公司的独资子公司。

10月19曰举行的首届 

马来西亚自闭症运动 
会，3个项目将分为2个 
组别举行，即15岁以下 
和16岁以上，这些项目 
分别是赛跑（50公尺和 

100公尺）、游泳（25 
公尺和5〇公尺）及保齡 
J求

°所有项目将同步在

Arena MPSJ; Aquatic 

D a r u 1 E h s a n ；以及 
Ampang Bowl, Summit 

u S J和八打灵^再也的 
Evolve Mall举行。

这项首创的盛会是在 
于让200位参加者同场竞 

赛，以争取参加明年显 
赫之东盟自闭症运动会 
的资格。

马来西亚全国自闭症 
协会主席费丽娜指出， 
这场首届全国性体育盛 
会将有助一般人更了解 
自闭症，并为改善自闭 
症和神经发育障碍症患 
者的生活铺设道路，希 
望患自闭症谱系障碍 
(ASD)的年轻人踊跃参 

赛
>°“我们希望进一步和

在将来，最终找到人才 
参加世界残奧会和奧运 
会。”

“除了财务援助，来 
自哥打白@罗和Jaya 

One两家分行的OCBC A1- 
A m i n银行员工，也担 

任该盛会的志愿工作

者。”
OCBC Al-Amin 银行的 

,Jaya One分行高级经理 

法兹拉说，该银行继续 
努力与营运地区的居民 
加强互动，更积极成为 
这些社区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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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市政廳曰

辦活動與居民互動
(莎阿南I5日讯）为迎接第 

I9届莎阿南市政厅日（HAR[ 
BANDAR RAYA KE-19)，莎阿南 
市厅日前举办“JELAJAH MPP” 

嘉年华、市政厅居委会开放曰 
等活动。

市政厅是分别在L: 19区甘榜 

巴也加拉斯的莎阿南市政厅礼 
堂、第24区社区菜园、第31区 

哥打哥文宁的篮球场等区，举 
办上述的活动。

莎阿南市长拿督哈里斯卡欣 
为活动主持开幕，市议员们及 
市政厅各组主任皆有出席。

莎阿南市政厅也推动其活动 
为平台，让居住在莎阿南的居 
民能更了解市政厅所扮演的角 
色，让居民也能藉此机会向市 
政厅反映及申诉当地的问题。

市政厅也通过活动介绍各区 
的市议员，让居民可享有市政 
厅提供的直接服务。

市政厅在活动中也设有各项 
展示活动，让居委会和当地 
社区参与，分别有“Mtni Zee

Bee”计划和固体垃圾再循环活 
动、缴付门牌税活动、县卫生 
局的健康检查活动、为有需要 
的印裔社区提供援助等。

市政厅通过居委会活动，鉴 
定120位受惠的信仰兴都教及 

低收入的印裔居民，接受屠妖 
节援助金，包括贫穷家庭、单 
亲妈妈、乐龄人士、残疾人士 
等。

助有需要家庭

市政厅在文告中说，该活动 
主要是协助减轻一些有需要人 
士的负担，尤其是在迎接屠妖 
节的当儿，有关援助是以食品 
及曰常用品为主，例如白米、 
食油、白糖、沙丁鱼罐头、练 
乳、健康食品等。

文告说，当局为每个家庭提 
供的援助品的价格为150令吉， 

现金为100令吉，市政厅希望在 
印裔社会迎接屠妖节之时，能 
够协肋有需要的家庭，减轻他 
们的生活负担。

■莎阿南市长拿督哈里斯卡欣（右2)移交屠妖节援助品绐受 

惠的印裔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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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市政廳無麗曰

推動減碳
(莎阿南1S日讯）配合迎接第I9 

届市政厅日，莎阿南市政厅日前举 
行无车曰活动及各项活动，吸引许 
多公众参与。

莎阿南市政厅日前在莎阿南第14 

区独立广场，举办盛大的无车曰活 
动，藉此推动减碳活动、减少公路 
的车辆使用量及推动健康活动等， 
也符合市政厅迈向2030年的低碳城 

市的目标。
该活动是由莎阿南市长拿督哈里 

斯主持开幕，其他出席者包括市议 
员及各组主任等。

主办当局也准备各项活动，例 
如fun walk 、踏脚车活动、 
“Ultra Colour Run” 、 “Recycle 
Treasure Hunt”、有氧运云力、攀 
爬活动、 “Futsal 3 on 3”、

■莎阿南市政厅举办活动，吸引许多民众参与。

“Klinik Frisbee”、 “Hydrogel 等，以兑换成固本并在 “Eco Free 
Games”及幸运抽奖游戏等。 Market”活动中可兑换其他用品。

主办当局举行再循环使用的活 其他活动计有“ P r o g r a m 
动，让民众兑换可再循环使用的物Picnic Dhuha”、免费健康检 

品如水瓶、玻璃瓶、铝罐、旧报纸查、市政厅“移动办公室”

(Pejabat Bergerak Shah Alam On 
Wheels”、移动图书馆、盆栽和树 

木售卖活动、雪州志愿团队日的嘉 
年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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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玉虚宫目前正如 

火如荼展开在新古毛的第 

三阶段建宫计划，耗资 
300万令吉，希望各方善 

信能够慷慨献捐，使到建 

宫计划能够早日落成。

晚宴出席者包括甲洞国 

会议员林立迎政治秘书游 
佳豪、士拉央市议员、 

黄伟强、顾问拿督邓诗汉 

等。
fel宴也获得白沙罗区国 

会议员潘俭伟拨款1000令

°°大会也举行福品招标， 
筹得3万8999令吉的款 

项。

士拉央玉虛宮姜太公堂

慶麵不忘捐款2華小

(士拉央is日讯）士拉 

央玉虚宫姜太公堂昨晚在 

唐朝宴会厅设联合晚宴， 

热烈庆祝姜太公千秋寿 

诞，喜庆不忘华教，特拨 
出2000令吉分别捐献给士 

拉央华小及侨民华小。

士拉央市议员余深恩代 

表白沙罗区国会议员潘俭 

伟致词时，呼吁雪州境内 

的住家神庙响应州政府的 

漂白计划，向政府申请将

■玉虚宫全体理事。

私人地段转换为合法的神 

庙地，但条件是必须获得 
左邻右舍的同意。

他说，州政府是在今年 
5月实施住家神庙漂白计 

划，让许多住家神庙可以

转换为合法神庙，因为目 

前雪州有超过万间非法的 
伴家袖庙

他指出I通过转换为合 
法神庙，不但可以拥有永 

久性的膜拜场所，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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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费用一直不 

敷的育群华中综合 

大楼工程，陆续接 

获教育部和雪州政 

府的拨款，以解燃 

眉之急。

濱海新聞專線 
03-33435977

(适耕庄I5日訊）为协 

助育群国民型华文中学建 

设综合大楼工程，教育部 

与雪州政府通过适耕庄州 

议员黃瑞林的牵线，分别 

拨出20万与10万令吉给校 

方。

黄瑞林指山，雪州政府已制

度化拨款华教多年，其选区内 

的华小与华中也屡次受惠，育 

群华中目前正展开综合大楼建 

设工程，建筑经费却一直无法 

凑足，因此也积极协助向教育 

部和州政府申请拨款。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日前已 

移交第一季教育拨款，州内 
1〇5间华小、4间独中，超过20 

间华中与教会学校共获得T02

万令吉，其中育群华中获得1〇 

万令吉，创下历年新高；而来 
自教育部的20万令吉年度拨 

款，也在日前汇入董事部户 

口，可谓双喜临门。”

冀校友回饋母校

他强调，教育是塑造国家未 

来的关键领域，因为下一代接

受完善的教育体系，才能打造 

稳步前行的社会，因此希望广 

大校友积极响应，本著回馈母 

校的感恩精神，帮肋育群的学 

弟妹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他今日针对育群华中的综合 

大楼建设工程，陆续接获来自 

教育部和雪州政府拨款一事， 

发表文告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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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柏朗商

完成收購Taspack
(莎阿南15日讯）雪州柏朗商Ups， 

5843，主要板工业）将以2125万令吉价格收 
购胶版纸箱印刷公司Taspack工业私人有限 
公司85°。股权，预计可提高未来净利。

雪州柏朗商通过文告指出，旗下子公司 
Century Bond有限公司已完成有关收购，相 

信这项收购活动进一步巩固其作为综合包装 
解决方案供应商的地位。

该公'面指出，Century Bond以2125万令書 
收购Taspack工业，价码相等于3.5倍的价 
值与利息、税务、折旧与摊销前盈利（EV/ 
EBITDA)以及5•9倍本益比。

雪州柏朗商总执行长阿莫法力兹指出，是 
项收购活动符合Century Bond的可持续性业 

务发展计划，提供平台以让公司优化产品组 
合、产生高利润产品、和促进印刷服务的能 
力。

他指出，这项收购有望贡献雪州柏朗商 
2019财年第四季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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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市廳‘‘翻辦公室”

19曰斯迪亞阿南服務
(莎阿南15日讯）莎阿南市政厅的“移动办 

公室” （Pejabat Bergerak SHAH A LAM OX 

WHEEL)，于10月19日（星期六）在莎阿南UI3区 
斯迪亚阿南（Setia Alam)的Tesco霸级市场泊车

场，为居民提供服务。

该“移动办公室”的服务时间，是从上午11时至 
下午5时。

莎阿南市政厅提供“移动办公室”的服务，主要 

是让公众方便于周末及假日进行各项市政厅事务， 

也无须特别前往市政厅的柜台。

该“移动办公室”所提的服务计有检查及缴付门 

牌税、检查及缴付泊车罚单、投诉柜台及其他等。

莎阿南市政厅也希望通过此活动，提升市政厅的 

服务系统，让市政厅范围的市民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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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交州政府自行定奪
(吉隆坡1S日讯）经济事务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 
降低外国人购置本地房产门槛 
的举措，交由州政府自行定夺 
及落实。

一些州属已宣布将探讨此 
事（降低外国人买房地产门

槛），但此事必定是交由州政 
府自行决定。”

阿兹敏阿里今日在国会走廊 
受询及，政府在2020年财政预 

算案中，宣布降低外国人购买 
房地产的最低门槛事宜时，如 
是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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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半小時談經濟課題

安華阿茲敏融洽會面
(吉隆坡15日讯）公正党署性爱短片风波，有传闻指阿兹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自敏阿里计划退党，并成立新的 
卷入“男男性爱短片风波”政党。
后，屡传与党主席拿督斯里安 随后，阿兹敏阿里被爆多次
华不合，不过今天两人在国会缺席公正党内部会议，包括该 
议员咖啡厅碰面，气氛融洽！ 党政治局会议，引起领导层不

自第14届大选后，两人不和 

的传言满天飞，后来爆发男男
满。

因此，两人这一次会面引起 
媒体高度关注；安华随后也在 
其面子书上传合照。

在场的还有公正党总秘书拿 
督斯里赛夫丁纳苏迪安。

安华之后向媒体访问指出，
3人见面主要谈论一般的国家 
经济议题。

^ “党目前很好，所以我们讨 
论经济问题。”
没询问是否出席会议

他透露，3人会面大约半小 

时。
此外，安华也否认与阿兹敏 

阿里这次的会面是和解会议， 
并称只是例行会议。

询及阿兹敏阿里是否答应曰 
后会出席公正党会议，安华指 
出，他没询问阿兹敏这个问 
题。

“我没有时间问，因为有很 
多经济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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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與安華討論經濟
(吉隆坡I5日讯）公正党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指 
出，与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会 
面，确实是讨论经济课题。

他指出，安华提出一些建议 
和方法，让希盟一起努力搞好 
大马2020年经济。

询及是否有忖论政治或党问 
题，他指出，两人会安排时间 
讨论党课题，也会安排时间讨 
论民生课题，因此今天真的只 
是专注民生问题。

阿兹敏阿里今日在国会走廊 
受访时说，其责任就是要确保

社会经济受注重。
至于他多次缺席公正党内部 

会议一事，他指出，只要没有 
公务在身，他一定会出席会 
议。

“我去别的州属工作，有时 
间也会与该州党领袖见面，我 
很清楚自己的责任。”

提及他对于外界传他与安华 
不和的看法，阿兹敏阿里指这 
只是媒体的看法，但身为穆 
斯林，他会秉持自我检讨的心 
态，去看待所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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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遭指稱欲另創新黨

賽胡申妒忌首相成就
(吉隆坡〗5日讯）公正党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认 
为，该党元老赛胡申阿里之所 
以指称他萌生另创新党的念 
头，或是因为前者妒忌首相敦 
马哈迪深受国人欢迎。

“那是赛胡申的看法，他或 
嫉妒首相的成就，即广受人民 
欢迎〇 ”

阿°兹敏今日在国会走廊，针 
对赛胡申阿里宣称他有意另创 
新党一事，如是指出。

他强调，他是由公正党党员 
遴选，赋权他担任该党领袖， 
故他会继续留在该党。

“除非有人要将我逐出党； 
我将继续留在党内，致力建设 
党，并会支持党领导层。” 

早前媒体报导，赛胡申阿里 
揭露，阿兹敏在与党主席拿督 
斯里安华关系闹僵后，曾萌生 
创办新政党，另起炉灶的念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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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S日讯）经 
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指出，政府和 
首相原则上同意以现 
金，直接将石油税支付 
给生产石油州属，例如 
吉兰丹、登嘉楼等。

“这是希盟订下的政
”

° 阿兹敏阿里今日在国 
会走廊受询时指出，他 
不确定当局支付给出产 
石油州属的石油相关款 
项，是否称为石油援助 
金(wang ehsan)，但 

希盟政府目前是直接将 
石油税支付给相关州政 
府。

“我们直接支付给州 
政府，因为这是获得 
联邦政府所保障的权 
利。”

询及将石油税増至 
20%事宜时，阿兹敏指 

政府仍在讨论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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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脫售馬航股權討論中
(吉隆坡15日讯）经济事务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披 
露，有关国库控股是否考虑脱 
售马航股权的讨论还在进行 
中，并期尽快能有定案。

“目前我们（国库控股）仍 
审视手上所有的提案和选项。

他今日在国会走廊，针对国 
库控股是否会脱售马航股权一 
事时，这么指出。

“我们希望（相关）讨论能 
尽快有议决，但我们要确保我 
们在物色合适夥伴注资马航的 
同时，获得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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