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umah pangsa PKNS
perlu pam air lebih
besar tangani banjir
Kuala Lumpur: Kawasan ru-
mah pangsa Perbadanan Kema-
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Jalan Tun Razak, Kampung Ba-
ru, memerlukan pam air lebih
besar untuk selesaikan banjir di
situ.
Justeru, Dewan Bandaraya

KualaLumpur (DBKL)meminta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JPS) memasang pam air yang
lebih besar yang dapat menam-
pung jumlah air yang banyak
berikutan musim hujan seka-
rang.
Cuaca hujan sejak Khamis

lalu menyebabkan berlaku ta-
nah mendap dan banjir di ka-
wasan itu, sehingga menyebab-
kan 62 penghuni terpaksa di-
pindahkan ke penempatan se-
mentara sebagai langkah ke-
selamatan.
Datuk Bandar Kuala Lumpur,

DatukNorHishamAhmadDah-
lan, berkata tinjauan beliau se-
malam mendapati pam sedia
ada beroperasi denganagakper-
lahan, sehingga tidak mampu
menampung kapasiti air hujan
yang banyak untuk disalurkan
ke Sungai Klang.
DBKL akan memperbaiki ja-

lan yang rosak hari ini, beri-
kutanmendapan tanahdanban-
jir.
“Kita juga akan memanggil

Institut Kerja Raya Malaysia
(IKRAM)untukuntukmembuat
siasatan mengenai struktur
blok rumah berikutan kerisa-
uan yang disuarakan pendu-
duk,” katanya kepada media se-
lepasmelakukan tinjauan di ru-
mah pangsa berkenaan.
Sebelum ini, BH melaporkan

rungutan penduduk mengenai
DBKL dan JPS yang didakwa
salingmenuding jari berhubung
pihak yang sepatutnya membai-
ki jalan susulan tanah mendap
dan banjir di kawasan itu.
Penduduk, Noraziah Abdul

Manan, 55, berkata beliau lega
dengan penyelesaian yang di-
kemukakan DBKL bagi menye-
lesaikan masalah itu.
“Selepas banjir pada 1 Okto-

ber lalu rumah sayamula retak.
Padamulanya, ia hanya sekadar
retakankecil namun ia semakin
besar selepas banjir pada
Khamis lalu.
“Disebabkan banjir itu juga,

jalan di hadapan rumah kami
mendap sehingga berlubang,
malah cucu saya berusia tiga
tahun pernah terjatuh dalam lu-
bang berkenaan,” katanya.
Zamzuri Mohamad, 52, ber-

kata penambahan pam adalah
penyelesaian terbaik untuk me-
nyelesaikan masalah banjir di
kawasan 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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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awah rugi padi ditenggelami air
SABAK BERNAM - Hujan lebat 
mengakibatkan beberapa kawa-
san penanaman padi di Panchang 
Bedena di sini rosak dan diteng-
gelami air. 

Sebelum ini, rata-rata pesa-
wah dihimpit dengan masalah 
ketiadaan benih padi tapi kini 
berdepan pula dengan masalah 
padi yang baharu ditanam rosak  
akibat digenangi air. 

Pesawah, Napiyah Idris, 60, 
berkata, dia baharu sahaja mem-
belanjakan wang sebanyak 
RM1,350 bagi kaedah tanaman 
padi secara calit.

“Saya bimbang jika keadaan 
berterusan pokok padi lebih ba-

nyak rosak atau mati akibat dige-
nangi air terlalu lama,” katanya. 

Napiyah berkata, masalah itu 
dipercayai berpunca daripada air 
parit yang mengalir masuk ke 
dalam petak sawah dan akhirnya 
menenggelamkan pokok padi.

“Air parit penuh disebabkan 
pam penyedut air yang disedia-
kan JPS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rosak sejak dua tahun 
lalu,” katanya.

Pesawah dari Parit 7, Roslan 
Hasan, 52, pula berkata, dia bun-
tu apabila hampir keseluruhan 
enam hektar sawah padinya di-
tenggelami air dan dianggarkan 
mengalami kerugian RM12,000.

Napiyah (kanan) menunjukkan masalah pokok padi yang ditanamnya ditenggelami 
air d Sabak Bernam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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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4000人参’與,■佐哈里（右6)为八打灵再也 

无车日的“黄金闪耀”竞跑主 
持挥旗仪式，右3起为莫哈末罗 
斯纳里及阿茲南，左6为诺艾。

AM- mi (八打灵再也2〇日讯）八

_打灵再也市政厅无车日，吸 
引约4000人参与。

灵市政厅配合欢庆乐龄人士 

酵穿曰，今早在格拉那再也湖滨公 
/园举办无车日，也是今年第3次 

举办辟日，懸姉賊同节约能 

<源，减少使用交通工具，避免对空气 

造成污染。

大会备有多项活动让民众参与，包括有 

竞跑、马来传统风筝制作工作坊、健康 

操、儿童服装比赛、水果装饰比赛、儿童 

填色比赛、健康检查等。
大会在早上8时进行5公里自i “黄金闪 

耀" (Larian Kilauan Emas)克跑，由八 

打灵再也副市长佐哈里主持挥旗仪式，设 
有乐龄组及公开组，1500名参赛者沿著公

园湖泊竞跑。
配合“21世纪地方议程” （Local 

Agenda 21)，灵市无车日从2〇13年开 

始举办，实现“低碳城市框架” （Low 

Carbon Cities Framework) 〇

除了乘搭公共交通，市政厅也鼓励市民 

以步行或骑脚车代步，迈向绿色交通生态 

糸统。

實現靈市低碳城目標

当局希望通过这项活动，获得社会大众 

的支持，以实现灵市成为低碳、绿色及无 
障碍城市的目标。

其他出席者包括社会发展组主任阿兹 

南、副主任诺艾及管理服务组主任莫哈末 

罗斯纳里。

个配合欢庆乐龄人 
士日，灵市政厅举 

办无车日，让乐龄 
人士一同跳健康 

操；佐哈里也一起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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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發腦構組屋范郾也陷

(吉隆坡20日讯)吉隆坡市 

长拿督诺希山承诺，当局将采 
取4大应对措施，确保敦拉萨路 

雪州发展机构组屋居民安全。
该组屋分别于本月1曰及1T曰 

受豪雨影响，除了发生水灾， 
组屋范围更出现土崩及地陷情 
)兄。

° 诺希山今曰与水利灌溉局官 
员前往该组屋巡视时说，市政 
局将于明日采取紧急行动，维 
修地陷的道路，并要求大马公 
共工程研究学院（IKRAM)官员 

前来鉴定建筑物是否安全。
“该组屋已有逾50年历史， 

加上面对土崩及地陷现象，我 
们需要专业的官员前来鉴定建 
筑物的结构是否安全居住，避 
免居民提心吊胆。”

他说，市政局将承担大马公 
共工程研究学院的费用，市政

局也会确保排水系统正常操作 
及没出现阻塞现象，避免大量 
雨水积在组屋范围。

確保排水系統正常

“我已与水利灌溉局巡视组 
屋范围，并希望寻找肇因，包 
括排水系统时候有阻塞、大道 
的排水是否影响组屋的排水、 
是否受到附近工程影响或其他 
可能性。”

他感谢政府及居民在土崩及 
地陷的意外发生后，彼此间给 
予的合作及配合，让市政局在 
灾后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 
避免水灾及土崩意外再次发 
生。

“我也会确保受影响的数十 
位灾黎获得水灾援助金，确保 
灾黎获得足够膳食及日常用 
品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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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市長：採4措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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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总决赛。

当局为了加强推广运动道德精神，特 
别拟定新赛制；凡是教练及球员累计3个 

技术犯规或2个违体犯规或1个夺权犯规 

将在下一场比赛被禁赛。新増赛制主要 
为了让球员以比赛第二、友谊第一为准 

则，发挥运动员的体育精神。

为了符合雪州政府所推荐环保计划少 

用塑料用品的政策，今年主辨当局不提 

供矿泉水并要求每位球员自备饮食水。

出席开幕仪式有瓜冷雪邦区华人协调 

官琳莉选、雪邦市议员蔡志雄、双溪比 

力村长余东发、沙叻村长陈泽龙、丹绒 

士拔村长戴河松和教练郭思耀。

S1
(雪邦20日讯）2019 

年精明雪兰莪新村杯篮 

球赛瓜冷雪邦区赛场 

正式开打，首场由雪邦 

+—r新村队和沙叻新村队对 
决，第2场是丹绒士拔新 

村队对垒东道主双溪比

力新村队。
瓜冷雪邦区赛场共有6组，除以上4组 

健将及龙溪新村队伍；一度消声匿迹的 

双溪嘉隆也卷土重来加入战场，务必掀 

起紧张刺激的龙争虎斗。
本次6支新村队分A组和B组互相较劲， 

最终于10月27日晚选出正副盟主参与雪

■雪邦（蓝衣）和沙叻（青衣）打头炮，先礼后兵，中间站者左4起是陈泽龙、余 

东发、林立选和蔡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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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场应有4大准备

投资房产须谋定后路
(吉隆坡20日讯）著名房地产

t?栏作者兼Emjay通讯公司执 

行总编辑古纳峑拉沙提醒，任 

何有意进人房地市场投资的人 

士，都必须制定好一套投资计 

划，不只要选对时机进场，同 

时也要准备好“退场计划”。

他说，投资者需准备一套 

退场计划，这套计划甚至是必 

须在投资者还未入场投资前就

gywKi

2019年拥屋计划 -马来西亚产业展

日期：10月18日至20日

地点：吉隆坡谷中城会展中心 

时间：上午10时至晚上9时

HOC-MAPEX 2019

媒体伙伴：

南咩高教

已策划，以在适当时间出售自 

己手中的产业。

配合今日的马来西亚房地

产博览会 （HOC -MAPEX

2019)，他在题为“首购族的 

精明投资”讲座上说，在投资 

房地产计划上，可分为4个阶 

段，即做好市场研究、准备购

古纳在会上指，希望有意投资房地产的人士能做足功课

买计划、了解自身的财务能 

力，以及准备好退场计划。

他鼓励任何想投资的人 

十，在房地产展览上多了解不 

同发展商所推出的房屋计划， 

包括有关计划的地点、邻近的 

设施、发展商提供的优惠等， 

才从中挑出一个最适合用以投 

资的房屋单位。

投资忌道听途说

考

产

力

他说，投资者随后也需思 

自己需在何时购买房地 

以开始该项有关投资。

“你同时必须了解财务能 

了解你自己的负担能力， 

不要购买超过你心理价位的房 

屋，W为你还需把各项费用计 

算进去。”

他笑言，网内一些投资者 

都会选择听闻亲朋戚友的建议 

后，就购买这些房地产计划， 

但实际上这并不合适，W为投 

资者必须自身着手进行研究好 

后，才根据自身的研究人场投 

资。

他也给予在场者几个贴 

士，包括亲身了解相关房产的 

详情、尝试寻找低于市价的单 

位等，如此就能为投资计划增 

加优势。

他再次强调，购屋者一定 

要洋细阅读买卖合约，若发现 

当中任何不妥，就必须向发展 

商询问更多详情。

分层住宅饲养宠物 
须向地方政府查询

有不少网人都爱养宠物， 

但并非是所有的分层地契住宅 

都能饲养宠物，洪安Enliglilen 

公司总执行长洪安因而提醒， 

任何居住在分S住宅的同人都 

必须向地方政府和管理层查 

询，以了解有关分层住宅是否 

允许伺养宠物。

她今日在马来西亚房地产

博览会（HOC-MAPEX 2019)

中进行的“分层住宅所需注意 

事项”讲座上说，以雪隆区的 

分层住宅为例，仅有吉隆坡市 

政厅和梳邦再也市议会允许分 

层住宅的居民养宠物。

“而隶属在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安邦再也与加影市议会 

管辖范围内的分层住宅则不允 

许饲养宠物。”

她解释，地方政府有权制 

定相关伺养宠物的条例，所以 

各地区的分层单位将取决于当 

地地方政府的条例。

洪
安

她建议，分层住宅居民在 

决定饲养宠物前，必须先了解 

地方政府的条例和提出咨询， 

并再确认管理层是否禁止饲养 

宠物，以免抵触法律。

她同时提醒，即使是获准 

允许伺养宠物，也不意味着可 

以放任宠物，毕竟若有关宠物 

干扰他人生活或空间，甚至伤 

人，都有可能在相关法律下被 

对付。

管理层可制定条例管制短租
由于短期出租平台的盛 

行，令同内不少分层住宅都 

被设计为短期出租单位，洪 

安说，尽管政府S前并未制 

定管制短期出租平台的法 

令，但在分层管理法令下，

赋权分层住宅管理层，制定 

相关条例。

她说，一旦管理层定下 

住宅单位不可充当短期出租 

平台用途，违反条例的屋主 

将被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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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拉萨路组屋土崩

隆市厅今修地陷道路
(吉隆坡20日讯）针对敦拉萨

路雪州发展机构组屋本月1日 

及17日受豪雨影响，组屋范 

围更出现土崩及地陷一事，吉 

隆坡市K：拿督诺希山承诺，当 

局将采取4大应对措施，确保 

该组屋居民安全。

他说，市政厅明日将采取 

紧急行动，维修地陷的道路， 

并要求大马公共工程研究学院 

(IKRAM)官员前来鉴定建筑 

物是否安全。

“该组屋已有逾50年历

史，我们需要t?业的官员前来 

鉴定建筑物的结构是否安全居 

住，避免居民提心吊胆”

诺希山今日与水利灌溉局 

官员前往该组屋巡视时说，市 

政厅将承担大马公共工程研究 

学院的费用。

“我已与水利灌溉fej巡视 

组屋范围，并希望寻找肇因， 

包括排水系统是否有阻塞、大 

道的排水是否影响组屋的排 

水、是否受到附近工程影响或 

其他可能性。”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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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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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篇播_
设纽鼸政府

公正党署理主席兼经济 

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茲敏 

阿里指出，本身不清楚有 

政治人物要合谋组新政府 
一事，并否认有关报导指 

他涉及和一些政治人物， 

联手要求议员支持首相敦 

马哈迪延长任期一事。

无论如何，阿茲敏强 

调，希盟在接棒执政后， 

如今首相及内阁忙于重建 

国家，为此希望各方不应 

干扰首相工作，同时应该

在上届大选的 

委托。>》报导A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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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兹敏宙认涉及合谋纽躕政府

赛沙迪（左起）、巫兹、阿兹敏阿里和萨鲁丁嘉玛，一同在囯家统计日开幕礼上合影。

射面头条

麻坡20日讯|经济

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直言，本身不清 

楚有政治人物要合谋组 

新政府一事。

同时，他也否认涉及有报道 

指他和一些政治人物，联手要求 

议员支持首相敦马哈迪应该延长 

相位任期。

阿兹敏也是公正党署理主 

席，他是于今早在麻坡，出席马 

来西亚统计局70周年和国家统计 

曰活动后，受媒体询及公正党总 

秘书赛夫丁纳苏指该党已有间接 

证据，显示有人和巫统前任全国 

副主席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密谋要 

组成新政府，并把行动党和诚信 

党排除在外。

阿兹敏强调，本身对该事 

件没有头绪，然而自独立至今， 

我国推行民主制，每五年还政于

民，每一届政府都得到五年的委 

托，因此各方面都不需要心想著 

-两年任期的政府，各政党应尊 

重人民的委托权。

勿干扰首相

「勤劳的首相敦马哈迪和其 

内阁团队，正设法重建一个已被

破坏的国家。我希望各方不应干 

扰他，因为每届政府都受人民委 

托，并有五年的执政期。」

据报道，阿兹敏阿里日前遭 

质疑，与希山幕丁等联合要求各 

议员，支持敦马的任期应被延长 

至下届大选为止。

希望联盟是在本月15日（周 

二）晚发表联合声明，揭露希山

慕丁正推动成立一个排除行动党 

与诚信党在外的政府。

公正党中央理事会日前也发 

文告警惕有人为了个人政治利益， 

在背后制定这项计划。惟希山慕丁 

却驳斥指控，指希盟4党指他分化 

希盟的指控，是因为希盟内部发生 

了问题。并指希盟应著手解决内部 

问题，而非对他做出不实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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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坡2〇日讯|经济

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说，政府大力发展数 

码经济，包括鼓励电脑软 

件的研发，迎向人工智能 

Yjj ( AI)时代，因为低端科 

技已无法使我国经济成功 

转型。

阿兹敏是于今曰上 

午’出席在麻坡举彳"T的庆 

trr祝马来西亚统计局7〇周年 

庆国家统计日活动开幕礼 

致词时，如是表示。

^I 他说，我国统计局

在去年有10位获得国际 

#统计界承认的数据科学 

麵统计局在国 

际的声望。

他说，进入大数据 

时代，统计学及各行业必 

受人工智能的冲击，这也是明年 

度财政预算案加码发展数码经济 

和推广技职教育的原因。

此外，阿兹敏阿里也表示， 

自1970年以来，我国家庭收入所 

得增长26倍，从每月的264令吉增 

至2016年每月6958令吉。其中B40 

(低收入群体）阶层增长37倍， 

从每月76令吉增至2848令吉。

「同时，国家经济逐年增 

长，在1970年国家生产总值是 

118亿令吉，到了2018年则增至 

1.4兆令吉。柔州对国家经济的贡 

献占9.6 %，并相信这项数据会逐 

年增加。」

在人力方面，阿兹敏则披 

露，2018年我国熟练工人只占整 

体人力的27.2%，为了迎接工业 

4.0，我国需更多的技职人员。

今天早上，柔州务大臣拿督 

萨鲁丁嘉玛、青体部长兼麻坡国 

会议员赛沙迪，大马统计局全国 

总监拿督斯里巫兹也一同出席上 

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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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蒂祖百达（左3)移交模扭支票后，与各代表和 

受惠者合照。

雪州发展局援助原住民
龙溪20日讯|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雪州发展局 

(PKNS )共拨出5万令吉，捐助雪邦区原住民协会（PM0A )

2名受惠者，以作为维修2栋房屋的用途。

受惠者礼祖安获得3万令吉；凯鲁尼占则获得2万令 

吉。该捐赠仪式日前由雪州发展局首席企业官兼慈善管理 

委员会主席茜蒂祖百达，移交给伊斯兰教局总哈芝莫哈末 

沙兹汉。

茜蒂祖百达希望起得抛砖引玉效果，让更多雪州原住 

民社区获得帮助。她强调，当局从2014年开始一直与伊斯 

兰教局展开Muallaf计划，及其他修复原住民清真寺的计划 

等，至今捐款达33万5000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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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音南马新村吊桥修复
乌雪20日讯|乌鲁音南马新 

村衔接至荅东加里的吊桥修复后 

焕然一新，村民可以安全往返两 

地，快速又便捷

这座拥有30多年历史的吊 

桥，向来是乌鲁音南马新村及答 

东加里市区居民的捷径，而且相 

当繁忙，每天至少有上百辆摩哆 

车或脚车骑士经过，以往返两区。

不过这些年来，吊桥不曾进 

行修复，以致陈年失修，吊桥的 

铁片变薄和撬开，虽然不至于对 

骑士构成危险，但是为了大家的 

安全起见，雪州政府拨款约3万令 

吉修复吊桥。

掌管雪州新村发展事务委员 

会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日前到现场 

视察后指出，由于吊桥的使用率颇 

高，所以在村民提出申请后，州政 

府便加速处理并拨款进行修复。

他说，这座吊桥只限于摩哆 

车或脚车骑士使用，长度只有30 

多公尺，但却带给村民大大的方 

便。

「要从乌鲁音南马通往荅 

东加里的村民，如果选择走主要 

道路，不但需要兜大圈，而且要 

等候交通灯，全程需要至少10分 

钟，但使用吊桥的话，只需3至4

分钟。」

出席者还包括乌雪新村协调 

官傅慧芳、乌鲁音南马村长叶彩 

萍及乌雪水利灌溉局主任哈林。

叶彩萍指出，吊桥横跨小河 

道，翻新后焕然一新，村民都乐 

见其成。

另一方面，傅慧芳向黄思汉 

反映吊桥旁一道水涵的结构不适 

合建设在斜坡，加上没有加固， 

以致连日下雨后，水涵崩塌继而 

引发斜坡泥土倾泻。

黄思汉了解当地情况后已指 

示水利灌溉局进行估价，以便加 

速处理拨款，希望能尽快重新建 

设水涵。

另一方面，双文丹新村和拿 

督哈仑村早前分别通过新村发展 

官申请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的拨款 

进行篮球提升工程，如今获得黄 

思汉也宣布两村获得拨款，为篮 

球场加盖，提高场地的舒适度。

其中双文丹新村获得10万令 

吉，而拿督哈仑村则获得约29万 

令吉，接下来将进行公开招标程 

序，委任承包商进行加盖工程。

陪同巡视篮球场者包括双文 

丹新村村长林胜龙和拿督哈仑村 

村长白振勋。

官员向黃思汉（前排右）汇报吊桥工程，后排左3起为叶彩萍 

及傅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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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MW沒維期败府
麻坡20曰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玆敏 

阿里直言，本身不清楚有政治人物要合谋组新 

政府一事。

同时，他也否认涉及有报道 
指他和一些政治人物，联手要求 
议员支持首相敦马哈迪应该延长 
相位任期。

阿兹敏也是公正党署理主 
席，他是于今早在麻坡，出席 
马来西亚统计局70周年和国 

家统计日活动后，受媒体询及 
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纳苏指该 
党已有间接证据，显示有人和 
巫统前任全国副主席拿督斯里 
希山慕丁密谋要组成新政府， 
并把行动党和诚信党排除在 
外。

阿兹敏强调，本身对该事

件没有头绪，然而自独立至今， 
我国推行民主制，每五年还政于 
民，每一届政府都得到五年的委 
托，因此各方面都不需要心想著 
一两年任期的政府，各政党应尊 
重人民的委托权。

勿干擾首相

「勤劳的首相敦马咍迪和 
其内阁团队，正设法重建一个 
已被破坏的国家。我希望各方 
不应干扰他，因为每届政府都 
受人民委托，并有五年的执政 
期。」

据报道，阿兹敏阿里日前遭

质疑，与希山幕丁等联合要求各 
议员，支持敦马的任期应被延长 
至下届大选为止。

希望联盟是在本月15日（周 

二）晚发表联合声明，揭露希山 
慕丁正推动成立一个排除行动党 
与诚信党在外的政府。

公正党中央理事会日前也 
发文告警惕有人为了个人政治利 
益，在背后制定这项计划。惟希 

山慕丁却驳斥指控，指希盟4党指 

他分化希盟的指控，是因为希盟 
内部发生了问题。并指希盟应著 
手解决内部问题，而非对他做出 
不实指控。

赛沙迪（左起）、巫茲、阿玆敏阿里和萨鲁丁嘉玛，一同在国家统计日开幕礼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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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n沒醐败府
麻坡20曰讯I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直言，本身不清楚有政治人物 

要合谋组新政府一事。

同时，他也否认涉及有报道 
指他和一些政治人物，联手要求 
议员支持首相敦马哈迪应该延长 
相位任期。

阿兹敏也是公正党署理主 
席，他是于今早在麻坡，出席马 
来西亚统计局70周年和国家统计 

曰活动后，受媒体询及公正党总 
秘书赛夫丁纳苏指该党已有间接 
证据，显示有人和巫统前任全国 
副主席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密谋要 

组成新政府，并把行动党和诚信 
党排除在外。

阿兹敏强调，本身对该事 
件没有头绪，然而自独立至今， 
我国推行民主制，每五年还政于 
民，每一届政府都得到五年的委 
托，因此各方面都不需要心想著 
一两年任期的政府，各政党应尊 
重人民的委托权。

勿干擾首相

「勤劳的首相敦马哈迪和其 
内阁团队，正设法重建一个已被 
破坏的国家。我希望各方不应干 
扰他，因为每届政府都受人民委 
托，并有五年的执政期。」

据报道，阿兹敏阿里日前遭 
质疑，与希山幕丁等联合要求各 
议员，支持敦马的任期应被延长 
至下届大选为止。

希望联盟是在本月15日（周 

二〉晚发表联合声明，揭露希山 
慕丁正推动成立一个排除行动党 
与诚信党在外的政府。

公正党中央理事会日前也 
发文告警惕有人为了个人政治利 

益，在背后制定这项计划。惟希 
山慕丁却驳斥指控，指希盟4党指 

他分化希盟的指控，是因为希盟 
内部发生了问题。并指希盟应著 
手解决内部问题，而非对他做出 
不实指控。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茲敏阿里出席马来西亚统计局70周年和国 

家统计日活动上致词。

ol6h:
YB Dato 

Merit

赛沙迪（左起）、巫兹、阿玆敏阿里和萨鲁丁嘉玛，一同在国家统计日开幕礼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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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MW沒維期败府
麻坡20曰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玆敏 

阿里直言，本身不清楚有政治人物要合谋组新 

政府一事。

同时，他也否认涉及有报道 
指他和一些政治人物，联手要求 
议员支持首相敦马哈迪应该延长 
相位任期。

阿兹敏也是公正党署理主 
席，他是于今早在麻坡，出席 
马来西亚统计局70周年和国 

家统计日活动后，受媒体询及 
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纳苏指该 
党已有间接证据，显示有人和 
巫统前任全国副主席拿督斯里 
希山慕丁密谋要组成新政府， 
并把行动党和诚信党排除在 
外。

阿兹敏强调，本身对该事

件没有头绪，然而自独立至今， 
我国推行民主制，每五年还政于 
民，每一届政府都得到五年的委 
托，因此各方面都不需要心想著 
一两年任期的政府，各政党应尊 
重人民的委托权。

勿干擾首相

「勤劳的首相敦马咍迪和 
其内阁团队，正设法重建一个 
已被破坏的国家。我希望各方 
不应干扰他，因为每届政府都 
受人民委托，并有五年的执政 
期。」

据报道，阿兹敏阿里日前遭

质疑，与希山幕丁等联合要求各 
议员，支持敦马的任期应被延长 
至下届大选为止。

希望联盟是在本月15日（周 

二）晚发表联合声明，揭露希山 
慕丁正推动成立一个排除行动党 
与诚信党在外的政府。

公正党中央理事会日前也 
发文告警惕有人为了个人政治利 
益，在背后制定这项计划。惟希 

山慕丁却驳斥指控，指希盟4党指 

他分化希盟的指控，是因为希盟 
内部发生了问题。并指希盟应著 
手解决内部问题，而非对他做出 
不实指控。

赛沙迪（左起）、巫茲、阿玆敏阿里和萨鲁丁嘉玛，一同在国家统计日开幕礼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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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反对轻工业区晚上转做夜市，前排右4起为黄满华及林
晋伙。 -受访者提供-

輕工業區設夜市引商家反彈
吉隆坡2 0日讯丨鹅唛

Dolomite轻工业商家惊觉「轻 

工业招租夜市畈摊」宣传就地 
挂广告，动用工业区路段开400 

个夜市贩摊，引起商家跳脚遂 

发起签名运动，拟下周呈士拉 

央市议会提出反对！
有10年之久的Dolomite轻工 

业区，计有100家厂商，自今年2 

月以来便三番四次听闻轻工业区 

将在晚上转为夜市的消息，惟轻 

工业商家并没收到通知，事后也 

确认士拉央市议会已拒绝第三方 

的夜市申请，让事件告一段落。

未料，厂商发现上周有人 

在当地嘛嘛店开放「轻工业招 

租夜市贩摊」登记柜台，并发 

出收条给摊位申请者，贩摊招 

租广告布条不仅挂放在当地， 

也上载到面子书上广泛流传。

沒諮詢商家意見

随同行动党直辖区公共投 

诉局副主任林晋伙召开记者会 
的55岁商家黄满华说，轻工业 

区从傍晚开始，便需办理货柜 

进出运输工作直到凌晨，惟听 

闻有关的夜市逢周三至日，下 
午6时摆摊直到凌晨3时。

「工业区商家是从保安 

员得知工业区将在晚上转为夜 

市，但事前根本没人徵得商家 

的同意，况且工业区并没停车 

位规划，晚上运输货柜进出， 

届时会有多辆罗里出入。」
60岁商家郑建宗则表示， 

毗邻轻工业区的斯里鹅唛已经 

有一座夜市，令人无法理解为 
何我鸟唛Dolomite轻工业区需设 

另一座夜市。他也担心，工业 

区一旦发生火灾，夜市会否防 
碍消防车入区施援。

林晋伙指出，士拉央市议 

会得知工业区晚上转为夜市并 

没咨询商家意见，商家包括当 

地快递公司也表示反对，市议 
会已在8月取消夜市批准，惟 

据闻另有组织单位提出夜市申 

请，但在未获批准下，却先招 

租夜市贩摊。

發動簽名運動

不过，据知夜市申请被拒 

绝后，夜市单位将向市议会提 
呈上诉，因此Dolomite轻工业 

商家今早即发起签名运动以向 

市议会提呈反对。

林晋伙指出，面子书上以 

及路边挂放的「轻工业招租夜 

市贩摊」，甚至摊位申请者收 

条上据知都有市议会的标志。 

无论如何，他会于本月23曰市 

议会召开会议时，要求市议会 

米取行动。

Page 1 of 1

21 Oct 2019
See Hua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West Malaysia • Audience : 63,549 • Page: 6
Printed Size: 16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936.00 • Item ID: MY003762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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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威THE G〇〇D RUN義S包

7干人參與關注健康
(首邦市20日讯）双威THE GOOD RUN慈善义跑 

吸引7000人参与，-同推广癌症意识及通过健康生活 

预防癌症。
这项义跑以5公里组别拉开帷幕；开幕仪式由雪 

兰莪州王室公主东姑札塔莎主持，双威集团执行董事 

谢燕蒂和双威集团医疗服务董事总经理刘明龙陪同。

身为环保主义者的东姑札塔莎表示，心态的改变 

不是•朝一夕可实现的，反之需要通过实践种种的有 

意识选择，并养成持久的习惯：

她说，此项慈善义跑提高人们对生态可持续性和 

癌症这重大健康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教育参赛者采取 

必要的行动，过着更加健康和环保的生活。
上述义跑是配合双威医疗中心创立20周年而举 

办，同时也Rapid KL及梳邦再也市议会共同参与协 

办，共吸引超过7000人参赛，并筹得约27万5000的义 

款。主办单位也将全数的款项，捐给新海峡时报人道

双威THE GOOD RUN慈善义跑吸引超过7000人参与，并推广癌症意识，以及通过健 

康生活来预防癌症疾病。

基金，以资助B40群体癌症患者的医疗费。

鼓励社区培养健康生活

配合双威医疗中心20周年纪念，这项义 

跑包括20公里组别而不是一般的21公里（半 

马拉松赛）组别，目的是鼓励社区培养健康 

习惯和生活方式。

此义跑也鼓励减少垃圾和一次性塑料 

品，提倡环保，整个赛会期间不提供纸杯和 

-次性塑料品，因此参赛者也会带水瓶到 

饮水站添水。

同时，参赛者身穿的义跑T恤也使用回收 

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RPET)制成。

欲知更多详情，可游览官网WWW. 

sunwaythegoodnm.com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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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元首的老師
Text & Photo—陳詩蕙

我
是在二哥的“逼迫”下执起教鞭，曾经 

i怨他不支持我念大学，甚至有些后悔执 

教；直到加人青运之后，-次会见雪州大臣时， 
对方喊我•声“Cikgu (老师）”，突然让我觉 

得，这份工作值得我去完成。

加上续聘的两年，我的教育生涯长达36年， 

前18年经历过5所中学，后来则辗转在巴生共和华 

小、沙A安南南华小学、吉胆岛华联华小和巴生 

循民华小担任过副校长。

1969年的513事件使我没有完成中六的学业， 

就算取得大学贷款批准，也无法继续升学念书； 

后来进人专科师范学院，凭着对马来文的天赋， 

我以马来文为主、商科为副；彭亨关丹圣多默中 

学（SMK St. Thomas )是我教的第一所学校。

我在该中学执教5年，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

下当时就是我的学生……陛下当时是学校的足球 
健将，14岁那年在一场足球赛中，-人攻人9球还 

传为…时佳话。

那时，很多人认为是陛下的王族身分，让 

对手故意让他……其实不是的，与其他人…样， 

陛下也会被人踢倒，然后再爬起来继续带球；后 

来，陛下担任大马足总会长时，也曾被人质疑能 

力，而陛下其实真的很会踢球■>

登基成为元首后，陛下数次在路上遇上交 

通意外时，下车给予伤者慰问、在茶室请子民喝 

茶……有人非议是在做戏；但在我眼中，陛下年 

轻时，就已经是个低调且真诚的人；而平易近人 

的态度，相信承传自其父亲

冋忆当年，虽然贵为苏丹，但陛下的父王苏 

丹阿末沙殿下作为家长到校时，从不自称“beta 

(朕）”，反而指示老师、家长和学生在交谈时 

使用“你、我、他”，非常和蔼可亲；而元首在

_陈再春：国家元首苏 
丹阿都拉陛下（站者 

左二）就读彭亨关 

丹圣多默中学时， 

已经是足球队的健 

将，甚至曾一人 
攻入9球而成为佳 

话。（受访者 
提供）

校期间也不爱出风头，更不会行使什么特权。

朋友曾说：“教书真是值得，连大臣都要喊…声老 

师”……如今回首往事，我也算今生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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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
配合欢庆乐龄人 

士日，灵市政厅举办 
无车日时，也让乐龄 

人士一同跳健康操。 格拉那再也湖濱公園無車曰

4干人參與響應環保
佐哈里（前排 

右六）为八打灵再 
也无车曰的“黄金 

闪耀”竞跑主持挥 
旗仪式，右三起为 

莫哈末罗斯纳里及 

阿兹南；左六是诺

艾。

(八打灵再也20日讯）配合欢庆乐龄 

人士日，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在格拉那再也 

湖滨公园举办无车日，以提高市民的环保 

意识，减少使用排碳交通工具，吸引约 

4〇00人参与同欢s

市政厅在今年第3次举办无车日。该活动从 

早上6时30分开始至中午12时，期间举办多项活 

动让民众参与，包括竞跑、马来传统风筝制作工

作坊、健康操、儿童服装比赛、水果装饰比赛、 

儿童填色比赛及健康检查等。

1500参赛者沿湖竞跑

大会在早上8时进行5公里的“黄金闪耀1 

(Larian Kilauan Emas )竞跑，由八打灵再也副 

市长佐哈里主持挥旗仪式；竞跑设有乐龄组及公 
开组，1500名参赛者沿着公园湖泊竞跑。

配合“2丨世纪地方议程”（Local Agenda

21),灵市无车日从2013年开始举办，实现“低 

碳城市框架 ”（Low Carbon Cities Framework ):' 

除了乘搭公共交通外，市政厅也鼓励市民 

以步行或骑脚车代步，迈向绿色交通生态系统。 

市政厅希望通过这项活动，获得社会大众的支 

持，以实现灵市成为低碳、绿色及无障碍城市的 

目标。

出席者包括社会发展组主任阿兹南、副主 

任诺艾及管理服务组主任莫哈末罗斯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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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希山：鑑定結構查排水系統等

4措施確保組屋安全

诺希山（右）巡视吉隆坡敦拉萨路雪州发展机构组屋 

时，检查该区的排水系统是否有出现阻塞情况。

(吉隆坡2〇日讯）吉隆 
坡市长拿督诺希山向吉隆坡 

敦拉萨路雪州发展机构组屋 

居民承诺，吉隆坡市政局将 
米取4大应对措施，确保组 

屋及居民的安全。

该组屋分别在本月1及 

17日受到豪雨的影响而发生 

闪电水灾，组屋范围出现土 

崩及地陷的情况。

为此，诺希山今日与水 

利灌溉局官员前往该组屋巡 

视时表示，市政局将于明日 

采取紧急行动，维修地陷的

道路，并指示大马公共工程 
研究学院（IKRAM )官员 

前来鉴定建筑物是否安全。

“该组屋已有逾50年 

历史，加上面对土崩及地陷 

现象，我们需要专业的官员 

前来鉴定建筑物的结构是否 

安全居住，避免居民提心吊 
胆〇 ’’

他说，市政局将承担 

大马公共工程研究学院的费 

用，同时也会确保排水系统 

正常操作及没有出现阻塞现 

象，避免大量雨水积在组屋

范围。

“我已与水利灌溉局巡 

视组屋范围，并希望寻找肇 

因，包括排水系统是否有阻 

塞、大道的排水是否影响组 

屋排水、是否受到附近工程 

影响或其他可能性。”

他感谢政府及居民在土 

崩及地陷的意外发生后，彼 

此间给予的合作及配合，让 

市政局在灾后第…时间采取 

应对措施，避免水灾及土崩 

意外再次发生

“同时，我也会确保受 

影响的数十户灾黎获得水灾 

援助金，确保灾黎获得足够 

的膳食及日常用品P”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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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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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視障者騎腳車跨縣
有视障甚至盲人能骑脚车遨游吗？答案是可以的！ 

部分视障者和盲人于星期日上午，参加了由雪 
州政府官联公司柏郎桑集团（Kumpulan Perangsang Selangor ) 

和Clever Sperla脚车协会主办的“联同视障残友骑脚车跨 

县” 50公里骑脚车活动，证明只要有行动有决心，盲人和视 

障者没有做不到的事。
70名骑士中，有22人是大马盲人协会（MAB)的学生、 

17名沙亚南玛拉工艺大学学生和31名脚车爱好者。

图为柏郎桑集团策略通讯与投资联系副总监莫哈末弗兹 
卡查里（站者中），与骑士在沙亚南14区的柏郎桑大厦前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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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何處理廚餘”講座會
溪威新村管理委员会于日前在双溪威新村多元化民 

M众大会堂举办“学习如何处理厨余”讲座会。

出席者有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友泰、八打灵再也市议会 

固体废料管理主任李立贤、村长陈有才、高润财、萧思权、 

陈亚苟、黄进财、王亚丰、黄金泉、黄明、刘志坤、陈健 
发、助理林秉锹、梁定豪、村委妇女组及出席聆听人士有80 

多人〇

图为众出席者合影。有关桶是作为装制废料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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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元首的老師
Text & Photo—陳詩蕙

我
是在二哥的“逼迫”下执起教鞭，曾经 

‘怨他不支持我念大学，甚至有些后悔执 

教；直到加人青运之后，-次会见雪州大臣时， 
对方喊我一声“Cikgu (老师）”，突然让我觉 

得，这份工作值得我去完成。

加上续聘的两年，我的教育生涯长达36年， 

前18年经历过5所中学，后来则辗转在巴生共和华 

小、沙白安南南华小学、吉胆岛华联华小和巴生 

循民华小担任过副校长。

1969年的513事件使我没有完成中六的学业， 

就算取得大学贷款批准，也无法继续升学念书； 

后来进人专科师范学院，凭着对马来文的天赋， 

我以马来文为主、商科为副；彭亨关丹圣多默中 

学（SMK St. Thomas )是我教的第一所学校。

我在该中学执教5年，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

9

下当时就是我的学生……陛下当时是学校的足球 
健将，14岁那年在一场足球赛中，-人攻人9球还 

传为…时佳话。

那时，很多人认为是陛下的王族身分，让 

对手故意让他……其实不是的，与其他人…样， 

陛下也会被人踢倒，然后再爬起来继续带球；后 

来，陛下担任大马足总会长时，也曾被人质疑能 

力，而陛下其实真的很会踢球■>

登基成为元首后，陛下数次在路上遇上交 

通意外时，下车给予伤者慰问、在茶室请子民喝 

茶……有人非议是在做戏；但在我眼中，陛下年 

轻时，就已经是个低调且真诚的人；而平易近人 

的态度，相信承传自其父亲

冋忆当年，虽然贵为苏丹，但陛下的父王苏 

丹阿末沙殿下作为家长到校时，从不自称“beta 

(朕）”，反而指示老师、家长和学生在交谈时 

使用“你、我、他”，非常和蔼可亲；而元首在

屬〜v.

_陈再春：国家元首苏 
丹阿都拉陛下（站者 

左二）就读彭亨关 

丹圣多默中学时， 

已经是足球队的健 

将，甚至曾一人 
攻入9球而成为佳 

话。（受访者 
提供）

校期间也不爱出风头，更不会行使什么特权。

朋友曾说：“教书真是值得，连大臣都要喊…声老 

师”……如今回首往事，我也算今生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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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元首的老師
Text & Photo—陳詩蕙

我
是在二哥的“逼迫”下执起教鞭，曾经 

‘怨他不支持我念大学，甚至有些后悔执 

教；直到加人青运之后，-次会见雪州大臣时， 
对方喊我一声“Cikgu (老师）”，突然让我觉 

得，这份工作值得我去完成。

加上续聘的两年，我的教育生涯长达36年， 

前18年经历过5所中学，后来则辗转在巴生共和华 

小、沙白安南南华小学、吉胆岛华联华小和巴生 

循民华小担任过副校长。

1969年的513事件使我没有完成中六的学业， 

就算取得大学贷款批准，也无法继续升学念书； 

后来进人专科师范学院，凭着对马来文的天赋， 

我以马来文为主、商科为副；彭亨关丹圣多默中 

学（SMK St. Thomas )是我教的第一所学校。

我在该中学执教5年，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

下当时就是我的学生……陛下当时是学校的足球 
健将，14岁那年在一场足球赛中，-人攻人9球还 

传为…时佳话。

那时，很多人认为是陛下的王族身分，让 

对手故意让他……其实不是的，与其他人…样， 

陛下也会被人踢倒，然后再爬起来继续带球；后 

来，陛下担任大马足总会长时，也曾被人质疑能 

力，而陛下其实真的很会踢球■>

登基成为元首后，陛下数次在路上遇上交 

通意外时，下车给予伤者慰问、在茶室请子民喝 

茶……有人非议是在做戏；但在我眼中，陛下年 

轻时，就已经是个低调且真诚的人；而平易近人 

的态度，相信承传自其父亲

冋忆当年，虽然贵为苏丹，但陛下的父王苏 

丹阿末沙殿下作为家长到校时，从不自称“beta 

(朕）”，反而指示老师、家长和学生在交谈时 

使用“你、我、他”，非常和蔼可亲；而元首在

_陈再春：国家元首苏 
丹阿都拉陛下（站者 

左二）就读彭亨关 

丹圣多默中学时， 

已经是足球队的健 

将，甚至曾一人 
攻入9球而成为佳 

话。（受访者 
提供）

校期间也不爱出风头，更不会行使什么特权。

朋友曾说：“教书真是值得，连大臣都要喊…声老 

师”……如今回首往事，我也算今生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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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元首的老師
Text & Photo—陳詩蕙

我
是在二哥的“逼迫”下执起教鞭，曾经 

怨他不支持我念大学，甚至有些后悔执 

教；直到加入青运之后，-次会见雪州大臣时， 

对方喊我 '声“Cikgu (老师）”，突然让我觉 

得，这份工作值得我去完成。
加上续聘的两年，我的教育生涯长达36年， 

前18年经历过5所中学，后来则辗转在巴生共和华 

小、沙白安南南华小学、吉胆岛华联华小和巴生 

循民华小担任过副校长《

1969年的513事件使我没有完成中六的学业， 

就算取得大学贷款批准，也无法继续升学念书； 

后来进人专科师范学院，凭着对马来文的天赋， 

我以马来文为主、商科为副；彭亨关丹圣多默中 
学（SMK St. Thomas )是我教的第一所学校。

我在该中学执教5年，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

下当时就是我的学生……陛下当时是学校的足球 
健将，14岁那年在一场足球赛中，-人攻人9球还 

传为…时佳话。

那时，很多人认为是陛下的王族身分，让 

对手故意让他……其实不是的，与其他人…样， 

陛下也会被人踢倒，然后再爬起来继续带球；后 

来，陛下担任大马足总会长时，也曾被人质疑能 

力，而陛下其实真的很会踢球。

登基成为元首后，陛下数次在路上遇上交 

通意外时，下车给予伤者慰问、在茶室请子民喝 

茶……有人非议是在做戏；但在我眼中，陛下年 

轻时，就已经是个低调且真诚的人；而平易近人 

的态度，相信承传自其父亲。

回忆当年，虽然贵为苏丹，但陛下的父王苏 

丹阿末沙殿下作为家长到校时，从不自称“beta 

(朕）”，反而指示老师、家长和学生在交谈时 

使用“你、我、他”，非常和蔼可亲；而元首在

Jmmm

_陈再春：国家元首苏 
丹阿都拉陛下（站者 

左二）就读彭亨关 

丹圣多默中学时， 

已经是足球队的健 

将，甚至曾一人 
攻入9球而成为佳 

话。（受访者 

提供）

校期间也不爱出风头，更不会行使什么特权。

朋友曾说：“教书真是值得，连大臣都要喊…声老 

师”……如今回首往事，我也算今生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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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公司收入減失森林税i

財案總昆
(亚罗士打20日讯）吉打州政府面 

对关联公司收入减少，以及为了北马区 

域蓄水用途，牺牲伐木可征收的森林税 

(禁伐木），因此，明年度财政预算案 

必须采取务实应对方案，决定将总开销 

降至10亿97万令吉，以确保赤字维持在 

5754万7862令吉或8.20%水平。

今年的吉州财政预算案赤字 
5778万令吉或8.14%。

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慕克力说，州政府 
在明年的行政预算中，拨款7亿5949万令吉， 

比去年减少1.08%;发展拨款也减少6.26%至 

1亿8221万令吉；水供拨款则是1亿5547万令

他说，由于州政府预计明年度的收人会比 

支出少，才决定削减开销，以尽量取彳Uf衡。

他解释，造成税收减少的二大原因，是关 
联公司的收人预算从1500万令吉减至150万令 

吉，以及完全失去森林税收。

慕克力今日在达鲁阿曼州政府大厦宣读吉 

打州明年度财政预算案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发

他说，吉州明年度的收人预算共7亿194 

万令吉，其中45.89%是税收，达3亿2211万令 

吉，非税收则有2亿3549万令吉，再加其他收 

人1亿4434万令吉。

m

着
待

來
投
，欠

i
展

'克力乐观看待吉州

未来的投资发展， 

相信可刺激州内的经济成 

长。

他说，州政府现在已有 

多个投资项目，只是大马工 

业发展局至今未公布，因此 

暂不便宣布。

他补充，州财政预算案 

屮，很多项n虽依赖联邦政 

府拨款和支持来进行，但相 

信这些计划都可带来很大的 

影响，足让投资者有信心到 

来投资

也感谢联邦政府的 

宽容，落实很多亲投资者的 

政策，包括不必缴付特定税 

收等，吸引投资者到吉州投 

咨。

他说，州政府会关注州 
内12个县署的发展，不会忽 

略任何一个地区。

_兹 
議綠 

§服 
|格 
串外
席翻

眼

中--点绿！ 
吉打州17 

名反对党议员相约穿上 

白色衣服出席今日由吉 

州大臣提呈财政预算案 

的州立法议会。

其中柏鲁区州议员 

莫哈末拉兹因借不到白 

衣，时穿上绿色马来服 

装，让-片“白海”的 

反对党席位上，n出-- 

点绿，格外显眼。

辩论时间

增多一小时

为了让朝野州议员们有充足的时 

间进行辩论，议长拿#阿末卡欣宣布 

本季财政预算案的辩论时间增多一小 
时，至下午5时30分。

议会厅内也设立两个大荧幕，直 

播整个财政预算案情况。

1|
吉

么撥
財款

3
獨
中

打州华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黄思敏争取 

有功，制度化拨款州内3所独中各10 

厅令吉，终于白纸黑字列人州财政预算案中！

州政府在去年预算案内容中，虽未直接提 
及给予州内3所独中拨款，但州务大臣慕克力过 

后被追问时，承诺将实践希盟拨款独中的竞选 

承诺，并强调预算案中虽未直接阐明给予独中 

特定拨款，但是已包括在预算案提及的拨款数 

额，意即独中会在所预算的州教育拨款中获得 

分配。
过后，州内3所独中即吉华独中和亚罗士打 

新民独中、双溪大年新民独中先后领得拨款， 
原先预估的8万令吉，最后实际分配所获是各10 

万令吉。

黄思敏过后就一再重申，这笔给予独中的 
拨款已在制度化推行，意即3所独中接下来每年 

都会领以拨款。

慕克力在今早宣读2020财案时，也直接提 

及州内3独中将继续获得各10万令吉拨款，这 

也符合华社要求A纸黑字制度化拨款独中的要 

求，也算是给予独中的一项保证

T郑瑞隆 

(哥打达鲁阿曼 
区，左）与杨庆 

传（居林区）第 

一时间关心各自 

选区是否在预算 

案中受惠。

—居林国 

际货运机场的构 

思图，预计可 

提供1万5000至1 

万8000个工作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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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邦助吉州脫貧

撥鉬款推動霸級工程
脱贫穷州属宿命。

他说，州政府也因此投人严谨且细 

致的研究，推出符合州内发展和人民需 

要的预算案。

收入有限须开源节流

“在吉打，多元种族不阻社会和 

谐，各自扮演特定角色，反而汇聚为一 

大强项。”

慕克力 '再重申，吉打收人非常有 

限，因此必须开源节流，做为全国6大 

贫穷州属之•，确实必须依赖联邦支援 

才能推动脱贫计划。即便如此，也不得 
不努力减轻26亿8000万令吉债务负担， 

尤其高占17亿8000万令吉，为解决水供 

问题所承担债务。

“幸运的是，联邦政府已将这笔债 

务转为援助拨款，原由州政府直接承担 
的6亿9800万令吉，用以陆续解决偏远 

乡区水供问题的财务负担，也已从吉打 

水供公司转移到联邦政府辖下的水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他说，为了实质脱贫，吉打也不会 

再像过去“等有了钱才还钱”，而是将 

需要逐步偿还的贷款数额，直接列人预 

算案中。

季第

(亚罗士打2〇日讯）联邦政府全力 

支援吉打州政府，包括提供巨额拨款提 

升基建，以助推动多项霸级工程如居林 

国际货运机场、黑木山边界经济特区、 

吉打橡胶城、吉打科学及工艺园等计 

戈IJ,希望可助吉打全面脱贫。=

吉打大臣慕克力今n在第14届第2 

季第2次州立法议会上提呈2020年财政 

[案过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媒体 

的询问时，承认吉打在联邦政府通过的 
2020预算案中，获得总值10亿令吉的特 

别援助，拨款概括农业和工商领域等， 

受惠的州政府部门不在少数。

他宣读州财案时也特别强调，排队 

登场的霸级工程必制造逾万工作机会， 

这些已在逐步启动的计划-a落实，必 

将改变吉打州的未来，必可达成联邦政 

府以扶助贫穷州属为出发点，以拉近各 
个州属经济鸿沟为主旨的《2030年共享 

繁荣愿景》蓝图，也必直接帮助吉打摆

吉打州行政议员皆赞赏慕克力（右一）所提呈的财政预算案5右二起是依 

斯迈沙列、陈国耀、占利尤索夫、阿斯米鲁及黄思敏等

服務製造業貢獻最大

吉經濟整體正面發展
t克力说，吉打经济整体上已 

#走向正面发展的轨道，州内 
总产值相较2018年已增4.2%，这比国家 

同一时期的生产总值略高5%，服务业 

和制造业在这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约占 
州生产总值的84.6%。

州民年均收人也已从2016年的1 

万9800令吉，提升至2018年2万1410令 

吉，虽仍落后于4万4682令吉的国民年 

均收人，但至少已有提升。

他相信，排队登场的霸级工程将带 

动迈向先进领域，包括配合橡胶城的首 
阶段T.程已启动，占504英亩地段上的 

基建、厂房和周边工业等都在动工，也 

已预估至少8家公司会注资7亿8000万令 

吉投人操作，这就足以制造400熟练技 

师的就业机会。

他表示，州政府放眼20至30家有潜 

能的海外公司加人阵容，这已在上个月 

参与的上海国际橡胶T业博览会上中发 

布招览。

他说，财政部已宣布获5000万令 

吉拨款的黑木山边界经济特区，则是涵 

盖工商I和出人口为…体的综合发展计 

划，主要部分也已开始动工，首阶段计 
划即已可能提供4460工作机会，至于吉 

打科学工艺园也有283依格范围开始动 

工了，州政府也已接纳中国资金参与总 

额高达4亿5000美金的投资项n :

“配合联邦政府已允准的居林国际 
货运机场计划，也已启动17亿令吉万拉 

崙鲁至双溪大年的北马走廊和占地1600 

英亩的西塘工业区，这部份估计就可制 
造1万5000至1万8000令工作机会。

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报告，吉 

打2019年上半年，即截至6月份就已成 

功引人77亿1000万令吉，相较于2018同 

时期的2亿3000万令吉，已有非常明显 
的增长。

S他^不忘提及州内高等教育和旅游 

发展计划，表示预算案不会遗漏各个县 

区的特定需求。

黑木山将相城（Kota Perdana)特别边界经济区（SBEZ)发展计划，预计 

可刺激马泰边界的经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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