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gram baca al-Quran di jalanan tarik minat ramai
SHAH ALAM - Program Soul Fitness 
with Street Quran Recitation atau mem-
baca al-Quran di jalanan mendapat sam-
butan menggalakkan kalangan orang ra-
mai yang berada di kawasan Trek Basikal 
Kayuh, Tasik Shah Alam di sini kelmarin.

Aktiviti tersebut yang digerakkan oleh 
Yayasan Warisan Ummah Ikhlas (WUIF) 
diadakan sempena program Santai Piknik 
Keluarga anjuran Jawatankuasa Tetap Ke-
sihatan, Kebajikan, Pemberdayaan Wani-
ta dan Keluarga bersama Majlis Bandara-
ya Shah Alam (MBSA).

Ahli Majlis MBSA, Dr Siti Sarah Izham 
berkata, Street Quran Recitation merupa-
kan inisiatif baik untuk menarik minat 
masyarakat terhadap al-Quran. 

“Orang ramai boleh mengambil pelu-
ang untuk memperbaiki bacaan al-Quran 
sambil bersantai bersama keluarga di luar 
rumah.  

“Apa-apa pun kita yang lakukan dalam 
kehidupan, perlu kembali kepada al-Qur-
an. Diharapkan aktiviti terse-
but diteruskan bagi membina 
generasi al-Quran pada masa 
hadapan,” katanya. 

Santai Piknik Keluarga 
diadakan pada minggu keem-
pat setiap bulan. Antara akti-
viti yang diadakan termasuk 
pertandingan mewarna untuk 
kanak-kanak berusia dari 5 
hingga 9 tahun, pameran da-
ripada pihak badan bukan 
kerajaan, pelbagai permainan 
untuk kanak-kanak seperti berbasikal, 
memancing ikan dan bersama badut.

Ibu bapa juga berpeluang untuk 
mengikuti ceramah keibubapaan yang 
disampaikan oleh tetamu jemputan di 
lokasi yang sama. Aktiviti tersebut dapat 
mengisi masa berkualiti bersama keluar-

Dari kiri: Wan Muhammad Fahmi; Pengurus Kanan Yayasan Nur, Rusmin Fadzil; Tanti Imsar dan 
anaknya, Tasya dan Nurhayati menjayakan program Soul Fitness for Street Quran Recitation kelmarin.

Membaca 
al-Quran di 

tempat awam dapat 
menarik minat orang 
ramai terutama 
golongan kanak-kanak. 
Usaha tersebut perlu 
diteruskan.” 
- Ramli Othman, 47

Kita tidak perlu 
malu untuk 

belajar al-Quran. Selain 
memperbaiki bacaan 
al-Quran, kita juga boleh 
bertadabbur daripada 
ayat dan dikongsikan 
oleh pembimbing.” 
- Jaimah Yahya, 52

Saya gembira 
dapat membaca 

al-Quran walaupun 
sekejap. Kebiasaannya 
kita sibuk dengan 
urusan sendiri. Jika 
diadakan baca al-Quran 
di tempat terbuka, 
ia memberi peluang 
kepada orang ramai 
untuk turut serta.” 
- Rumaini Mohd Nor, 66

Jika kita baca 
al-Quran, kita 

akan dapat ganjaran 
yang baik daripada 
ALLAH SWT. Oleh sebab 
itu saya suka membaca 
al-Quran tidak kira di 
manapun berada.” 
- Tasya Santoso, 9

Reaksi orang ramai

ga pada hujung minggu.
Pengurus Perhubungan 

Strategik dan Perhubungan 
Awam WUIF, Nurhayati Nor-
din berkata, Street Quran 
Recitation julung kali diada-
kan di Shah Alam.

Aktiviti santai berinterak-
si dengan al-Quran di tempat 
umum adalah cetusan idea 
daripada Penasihat Rumah 
Ngaji, Ustaz Safri Muhammad 
Zein. Beliau berkongsi peng-

alaman tersebut apabila melihat rakannya 
yang bergiat aktif untuk mengadakan 
membaca al-Quran jalanan di Indonesia. 

Pada sesi tersebut, Nurhayati bersama 
jurulatih dari Akademi Sinergi Ikhlas Sdn 
Bhd, Wan Muhammad Fahmi Wan Na-
saruddin memberi bimbingan kepada 

hampir 50 peserta seawal usia 6 hingga 66 
tahun dari segi penambahbaikan bacaan 
mengikut tajwid dan tadabbur ayat al-
Quran secara ringkas.

Street Quran Recitation yang meru-
pakan aktiviti di bawah kempen Com-
munity Hub Infaq Project (CHIP) turut 
menjadi platform untuk berkongsi reze-
ki. Pada hari tersebut, sebanyak 50 bung-
kus nasi lemak dan minuman telah diin-
faqkan kepada 50 pembaca awal pada hari 
tersebut. 

Sesiapa yang ingin berinfaq untuk 
Tabung Quran, boleh menyalurkan 
sumbangan kepada rujukan infaq: 
“InfaTQ” di akaun Maybank Islamic 5642 
7651 6031 atas nama Warisan Ummah 
Ikhlas Foundation. Untuk maklumat 
lanjut, sila layari www.worldquranhour.
com.

SITI SA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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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死蚊子脚车党8少年案

两年前柔佛古庙众神巡游后发生8少年夜骑脚车被撞死一案，周一下判，推事基于肇事司机事发时遵守交 

通规则，加上有使用公路的权限，宣判被告无罪，并谕令归还1万令吉保释金。

身穿白色上衣和牛仔裤的24岁被告沈可婷，是于周一早8时40分左右，在亲友陪同下出庭聆判。

承审推事西蒂哈嘉在下判时表示，沈可婷当时没有违反任何交通规则，即没有超速及事发时没有使用手 

机，因此作出上述宣判。

控方在最终的审讯中，亦无法拿出初步证据证明被告有罪，茜帝哈嘉宣判被告无罪释放，也无需自辩，同

时谕令归还驾照给被告。

西蒂哈嘉是基于数个事项作该判决，包括有关山路曲折又黑暗，而且司机也无法预料会有一群骑着脚车 

的少年在凌晨3时在该道路上骑行。除此，有关危险状况是该群蚊子脚车党（Basikal Lajak)所促成。

沈可婷是在2017年2月18日凌晨3时许，取道新山内环公路返回士姑来皇后花园住家途中，在接近马末尼 

亚穆斯林坟场出撞死一群正在路上骑着改装轿车少年，导致8名骑士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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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28日讯）两年前柔佛古庙众神巡 

游后发生8少年夜骑脚车被撞死一案今日 

下判，推事基于肇事司机事发时遵守交通规则，加上有使用公 

路的权限，宣判被告无罪，并谕令归还1万令吉保释金。

身穿白色上衣和牛仔裤的24岁被告沈可婷，是于今早8时40分左右， 

在亲友陪同下出庭聆判。
承审推事西蒂哈嘉在下判时表示，沈可婷当时没有违反任何交通规则， 

即没有超速及事发时没有使用手机，因此作出上述宣判。

控方在最终的审讯中，亦无法拿出初步证据证明被告有罪，茜帝哈嘉宣 

判被告无罪释放，也无需自辩，同时谕令归还驾照给被告。

西蒂哈嘉是基于数个事项作出该判决，包括有关山路曲折又黑暗，而且 

司机也无法预料会有一群骑着脚车的少年在凌晨3时在该道路上骑行。除 

此，有关危险状况是该群蚊子脚车党（Basikal Lajak)所促成。

“根据调查队伍的解释与说明，事发地点有一颗大树，虽然道路分界堤有 

亮灯，但还是很昏暗。有关活动（蚊子脚车党）在当地已经为人熟知，蚊子 

脚车党竞赛也曾被人投诉。因此，经过该处的人士是可以预料到意外的发 

生，但这只适用于经常使用该路段的当地居民，如套用在不常使用该路段的 

居民身上，则有欠公平。”

西蒂哈嘉指出，调查发现被告没有醉酒和使用手提电话，驾驶期间也有 

绑安全带，所以这都证明被告是名有责任的司机。

她也在庭上提醒父母们应该照顾孩子安全，避免有关悲剧重演，并嘱咐 

警方尽快针对蚊子脚车党活动采取行动。

“根据我在庭上所提及的理由，假设我喻令被告自辩，她选择沉默来面对 

控状，那问题是我会否根据控方的控词来判决被告有罪？答案是不，所以我 

谕令被告无需自辩和获释。”
沈可婷是在2017年2月18日凌晨3时许，取道新山内环公路返回士姑 

来皇后花园住家途中，在接近马末尼亚穆斯林坟场出撞死一群正在路上骑着 
改装脚车的少年，导致8名少年死亡。

死者分别为莫哈末阿兹烈（14岁）、莫哈末沙鲁（14岁）、莫哈末菲 

道斯（16岁）、法巫占（13岁）、莫哈末阿兹哈（16岁）、莫哈末哈利德 

(14时）、莫哈末沙鲁尼占（14岁）以及哈察（16岁）。

沈可婷随后在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 (1)条文（危险驾驶导致他人

死亡）下被控，如罪成最高可被监禁10年及罚款2万令吉。沈可婷是在 

2017年3月28日面控，惟她否认有罪。

本案主控官为副检察莫哈末沙菲益，被告代表律师为莫哈末法依扎。该 

案在2017年8月开审以来共传召了 46名证人以及展示了 214个证物。#

Page 2 of 2

29 Oct 2019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59,667 • Page: A1,A18
Printed Size: 104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1,761.52 • Item ID: MY003770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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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塾明
霞年

謹廟
雪_
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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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为万寿宫感恩宴联合主持拉彩炮开幕仪式， 

周梓杉。

前排左6起为杨云章、洪平进、邓章钦、刘永山、

(仁嘉隆2 8曰 

讯）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指出， 
雪州政府每年600万 

令吉非伊斯兰团体 
拨款已不足够，在 
没有増加拨款下， 
为了让更多团体享 
受到政府拨款，决 
定明年给神庙拨 
款，从原本每年基 
本3000令吉降至 

2000令吉，希望大家谅解。

邓章钦昨晚为仁嘉隆万寿宫落成开幕

2000

感恩晚宴致开幕词时说，雪州政府自 
2008年开始，拨款给非伊斯兰团体，从 
2009年至今的11年，共拨出4800万令 
吉。此外从2008年开始，批准给非伊斯 
兰团体土地共有325片。

雪州立好榜樣

“全马只有雪州政府立下好榜样，不 
只拨款，也给土地，但要求所有宗教团 
体，必须照章行事，奉公守法。”

他说，雪州神庙数目已经超过应有 
的，一些神庙理事不和、分派，就在不 
合法地点建立新神庙，这是必须要正视 
的。

他说，在2008年前建立在非法土地的 

建筑物，政府暂时可以不采取行动，但 
是2008年后建的非法建筑物，适当时间 

都必须采取行动，确保社区是宜居地 
方，不能让神庙到处林立。

他说，万寿宫是仁嘉隆的精神象徵， 
万寿宫在地方上，扮演团结华社的角 
色，不只是传播宗教，也是文化传承据 
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他掌管雪州非伊斯兰宗教事务期间， 
批准25万令吉给万寿宫重建，此外，他 
之前的长官也拨出6万令吉，因此州政府 
共拨给万寿宫31万令吉，不包括其他行 

政议员、州议员的拨款。

■ 3 2友
-T- 妄

響震由羣
建元杨念

师

烈平起 
威进y

右左洪

-pp津区州议员刘永山指 
出，瓜冷县议会在地 

方发展及城市乡村规划法令 
下，日前进行大蓝图听证 
会，村内很少神庙提出申请 
要求转换土地问题，造成神 
庙申请扩建或重建时，会面对严峻问题。

他说，在会上也有几间庙宇成功提出他们 
的看法，相信雪州政府在批准后，有关神庙 
就可以重建或扩建。

他之前宣布拨款2000令吉，如今再宣布加

劉永山：沒申請轉換

神廟擴建面對問題
码3000令吉，共拨5000令吉给万寿宫。

出席者包括顾问杨明发、林顺国医生、建 
委会顾问李维念夫妇、建筑师黎如威、杨裕 
川夫妇、希维尔部长代表周梓杉、瓜冷县议 
员洪友亮及郑永德等。

寿宫主席洪平进 
/ J村长，宣布，万寿 
宫开幕，获得完工合 
格入伙准证（CCC)， 

是重大奸消息。
他说，万寿宫T年 

前开始重建，终于圆 
满落成，就如主题 

“辉煌理财，相拥圆 
满”，成为区内最大 
最堂皇神庙，一路 
来，得到善信鼓励支 
持，让万寿宫走的更 
远更精彩。

他说，万寿宫口 
号；“传承文化，开 
创思维”，在保留各 
种文化祭祀活动同 
时，也在老旧传统思 
想上也作出新革，提 
倡环保思维、注重各 
方面的教育。

■r嘉隆萬壽宮落成開幕晚宴-

Page 1 of 1

29 Oct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5
Printed Size: 65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2,920.00 • Item ID: MY003770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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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雎岛躕桥位置 

居民怕冲煞求斕鏊
巴生28日讯|吉胆岛新 

桥梁工程一波三折，村民 

要求稍微调整桥梁位置， 

工程局官员指工程图测已 

批准，若取消则必须再等 

1〇年才再获批准！

吉胆岛头条港原有桥梁残旧 

且严重损坏，当地村委会于7年前 

已申请翻修或建造新桥梁，直到 

最近，公共工程局才捎来建造新 

桥的好消息。然而，部分村民担 

心住宅犯禁忌而感到不安。

据了解，吉胆岛头条港新桥 

工程，有关桥头不偏不倚对准3间 

屋子的正门口及一块即将建屋的
吉胆岛头条港新桥工程已启动，下个月将正式动工，技术工人目前正在当地进行土地测量。

空地，为此，4家屋主担心对住家 

犯上「冲煞」，盼当局能够给予 

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受影响居民代表周福根受询 

时指出，当局曰前规划的新桥正 

好与4间房子的正门相对视，除了 

他本身和隔壁邻居的屋子，还有 

对岸1间屋子和一块本来要建屋 

子的空地也受到影响。

他透露，他们在今年8月才 

获悉新桥工程已获批准，官员当 

时表示会与居民协调。惟，当村 

长邀请前往与官员开会时，有关 

官员只提供2个选择，即建桥或不 

建而已。

「我们希望新桥能建好，但 

不是位于我们住家正门口。」

他表7F，有关工程在未经协 

调就拍板定案，对受影响的村民 

不公平。

「希望下个月动工前，公共 

工程局能够协调，把建桥位置移 

去旁边的空间，以取得两全其美 

的解决方案。」

希望当局能协调

对此，吉胆岛村长蔡全智受 

访时指出，吉胆岛于6年前向公共 

工程局申请在头条港建桥，不过 

一直了无音讯，直到今年该局才 

批准申请，并于2个月前到吉胆岛 

为建桥画图测。

他也表示，本身希望新桥

梁工程可以完成，毕竟该区村民 

也等待了多年，不过，更希望公 

共工程局能与受影响居民进行协 

调，尽可能做出不影响两方的决 

定。

前任村长拿督谢琼利受询时 

指出，建造新桥的工程面临一波 

三折，直到今天才获得政府的批 

准承建。为此，再召集各造领导 

出席商讨会议后，从3个建议地点 

中选择其一兴建。

他透露，本身7年前向时任 

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提出建桥 

申请，他应允向巴生土地局申请 

拨款下令建造新桥。惟，后者推 

搪不能承建，于是便转由巴生市 

议会处理，结果市议会推卸不能

承建，最后才交由巴生公共工程 

局接手。

「后来，我们受邀出席讨论 

会议，出席者包括我本身、吉胆 

岛头条港区主席林合忠、关心吉 

胆岛发展的丹斯里林宽城，以及 

巴生公共工程部的官员。」

他透露，林宽城当时还特 

别带领其公司测量建筑师一起列 

席，以确保村民在会议上没有被 

误导。

他强调，上述建设工程是本 

身任职吉胆岛村长时，为村民所 

争取的其中一项福利'所作决定 

皆在会议上公开，以大部分村民 

利益为重而决定，个人并无任何 

私利或是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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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5流浪狗遭残忍杀害
莎阿南28日讯| 5只流浪狗

疑遭人杀害，惨死在工业区，直 

到善心人士如常到事发地点喂养 

时始揭发此案！

莎阿南警区主任巴哈鲁丁助 

理总监发文告表7F，一名女事主 

(49岁，家庭主妇）于昨日傍晚到 

莎阿南第31区哥打哥文宁胡姬莫 

加拉路（Jalan Anggerik Mokara ) 

喂养流浪狗时，发现3只流浪狗卧 

尸在地板及沟渠盖上，耳朵鼻子大 

量出血，且已无生命迹象。

事主随后被一名孟加拉籍男 

子告知，另有2只流浪狗卧尸在附 

近的美食中心，也出现上述迹象。

他指出，事发地区为工业 

区，与事主住宅距离6公里左右， 

事主经常携带家中剩食或狗粮到事 

发地区喂养流浪狗。未料昨日抵达 

事发地点时，竟揭发这宗案件。

「5只遇害流浪狗的尸体分 

布在350至850公尺左右的距离， 

而事主平时喂养的流浪狗分别来 

自附近3个地区，大约有15只。」 

他说，警方接获投报后展开 

调查，但并未在案发现场发现任 

何线索，事发时周遭的工厂也因 

适逢屠妖节连假而关闭，因此没 

有目击证人。

根据女事主杨镓萦（Joey 

Yo )今早在其面子书的帖文描 

述，昨天下午5时左右，有人一边 

驾著白色宝腾赛佳BLM款轿车，-

边使用气枪到处射杀流浪狗，至 

少有5只流浪狗当场丧命。

杨镓萦也在帖文中出示报案 

书，根据报案书内容显示，她检 

查狗狗尸体后发现，死去的狗儿 

头部都有枪伤痕迹，鲜血从鼻孔 

和耳朵流出。

5只狗狗倒毙在不同的地 

方，其中2只死在工业区食堂外、 

2只死在工业区内、另一只死在路 

旁。根据当地保安人员指出，现 

场其实曾传出枪声。

记者事后联络上该名女事 

主，她坦承照片都是真的，而且 

当晚11时50分也陪同友人到莎阿 

南太子园警局报案，希望警方能 

够采取行动，因为手持气枪其实 

也是一种危险的致命武器。

巴哈鲁丁称，5只流浪狗尸体 

将被送往博特拉大学（UPM )兽医 

医药中心进行解剖，以查明死因。

「警方会援引刑事法典第 

429条文（恶作剧杀死或伤害价 

值25令吉以上的动物）对事件展 

开调查，也呼吁民众不要作出揣 

测。若有情报，可联络此案查案 
官李依莲（译音）警长，电话号 

码为 016-2398565 〇」

此外，莎阿南市政厅公关主 

任沙林也劝请民众，遇到流浪狗 

问题请投报市政厅，切勿对毛孩 

动用私刑。如有任何投报，可以 

拨打热线：1 -800-88-4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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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两天的2019年雪州电竞赛事，吸引众多电竞爱好者前来观赏。

2019年雪州電競〗

Yoodo Gank奪冠
(沙亚南2 8曰 

讯）2 0 1 9年雪州电 

竞赛（Sukan Siber 
Selangor )—连两天在 

沙亚南Central i-City购 

物商场举行，经过一番 

龙争虎斗，Yoodo Gank 
队成功在15组队伍中脱 

颖而出，赢得冠军，抱 
走4万令吉奖金及一座奖 

杯。
冠军队伍是由5名青年 

组成；荣获亚军的Last

Survivor R2K队则获2万 

令吉奖金、季军N.E.D 
Brotherhood则捧走1万
合士玄全

±持^幕仪式的联 

邦直辖区部长兼沙亚 

南区国会议员卡立沙 

末声称，电竞赛事提 

供了热衷于电子竞技 
(Esports )的青年，有 

个施展才能的平台。

他说，电子竞技行业 

已成了热门的新兴产

业，希望未来政府能多 

加关注。

_成功夺冠的Yoodo 
Gank队成员艾曼阿米鲁 

则提到，他们即将前往 

泰国曼谷进行下一场电 

竞比赛，此次夺冠增添 

了他们更多信心。

队伍内的5名队员各来 

自不同州属，包括马六 

甲、怡保及吉隆坡。

为了推广我国电子竞 

技行业，雪州政府从 

2014年起便举办电竞比 

赛。主办方在今年第6 

届赛事中，共准备21万 

5000令吉丰厚奖金给优 

胜者。

电竞赛事也获雪 
州体育理事会、沙 

亚南市政厅、雪兰 

莪电竞协会、雪州 

地方青年推动委员 

会、马电讯及中 

企腾讯的支持与赞 

助。（TKM)

■ Yoodo Gank队 

伍成功在15名队伍 

选手中脱颖而出， 

赢得冠军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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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建議

稻穀津貼直匯農民户頭
(适耕庄28日讯）适耕庄区州议员黄 

瑞林建议农业部直接把稻米谷种津贴汇 

入农民的银行户头，让农民拥有选择权 

购买谷种，提高市场竞争力，且能确保 

津贴准确发放予目标稻农。

他说，农业部有必要调整稻米谷种津 

贴的发放方式，以解决前朝政府遗留的 

朋党利益问题，同时开放市场竞争提 

高谷种素质。他说，农业部每年有1万 
8000吨的稻米谷种固打予指定的大型 

米厂，各米厂可依据_身的固打数额， 
制作稻米谷种售予稻农，售价为28令 

吉，低于48令吉的市价，米厂为此每吨 

稻米谷种可获政府补贴1035令吉。

他说，这个模式已经采用多年，但却 

沦为前朝政府的朋党政治利益。因为不 

论稻米谷种是否卖给农民，这些米厂都 

能获得政府津贴，衍生_连串的问题。
“由于肯定会获得政府津贴，部分米 

厂产出的谷种素质参差不齐，导致业者 

宁愿用市价购买更好的谷种；甚至有的 

米厂直接把谷种制成白米，推出市场售 
卖再赚一笔〇，’

他认为，这种以国库收入惠及朋党的 

做法，在新政府时代应该被取消。

黄瑞林也是雪州议长。他日前召集适

耕庄各区稻农和农民组长，包括A村村 

长刘裕捷与B村村长叶国民，就调整谷 

种津贴发放方式进行会议后如此说。
黄瑞林指出，每份稻田平均需要7包 

稻米谷种，政府每季把津贴汇入稻农的 
银行户□，让稻农以每包48令吉的市价 

自由购买，就不必透过中间人即指定米 

厂进行。

他说，在这方式下，失去固打额的米 

厂，就会生产出高素质的稻米谷种，以 

吸引稻农购买。

他认为，政府每年拨出近1亿令吉作 

为稻米谷种津贴，却造成朋党垄断市 

场，影响稻米素质，因此绝对有必要改 

革津贴的发放方式。

他透露，他已经针对此事草拟信函， 

交予大港区国会议员慕斯利敏，以在国 

会开会期间转达给农业部长沙拉胡丁。

他强调，国州议员从未忘记农民面 

对的问题，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寻求政 

府协助农民解决问题，就好比慕斯利 
敏曰前参与国会的2020年财政预算案 

辩论时，要求政府把稻米扣水率调低 
至17%，提高稻米收购价至1300令吉 
等，目前等待农业部在财案的辩论总结 

环节作出回应。（LPP)

■黄瑞林（前左5起）率领叶国民、刘裕捷与稻农代表呼吁农业部，把稻 

米谷种津贴直接发放给稻农，解决前朝政府朋党垄断市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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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配合神诞， 
布施巴生4家慈善团 

体，包括巴生天缘道 
堂老人院、巴生滨海 

华人积善堂老人院、 

莲花生慈爱之家孤儿 
院及美门残障人士中 
心代表后合照。左一 
起方义成、黄智荣和 
邱鼎财；右一起拿督 

黄东春和陈传安。

折扣達60至70 %E生市會商業罰單優惠
(巴生28日讯）1000令吉的商业罚单只需缴付4〇〇令 

吉；250令吉的则只需还75令吉，巴生市议会9月1日至12 

月31日首次推出商业罚款大折扣，商家受促把握机会， 

趁早还清积欠的罚单，以避免明年无法获得更新商业执 

照。

70% °巴生市议负黄智荣说，这项大优惠 

是市议会配合商业罚单与商业执照 

“绑定"的新措施后所推出，给予的 
罚单折扣优惠高达60%及70%。

错过则不准更新执照

他说，凡是1000令吉的罚单，在 
这期间缴付y可以获得60%折扣，即 

只需缴付400令吉而已；而250令吉 

的罚单，更只需缴还75令吉，折扣达

他促请商家把握这个机会，在4个月 

的优惠期内摊还积欠的罚单。“明年 

1月之后，不但恢复原来的罚款额，商 

家如果没有付还所有的罚单，更不能 

更新商业执照，届时连生意都无法继 

续经营了。“这是市议会首次推出商 

业罚单大折扣，并相信也会是唯一的 

机会，因此商家的动作要快了。” 

他指出，根据地方政府将执行的绑

定新措施，若商家手上还有没缴清罚 

款的商业罚单，一律不可获得更新年 

度商业执照。

黄智荣日前代表雪州行政议员兼巴 

生新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钦，出席巴 
生圣淘沙张公坛庆祝第15周年、张公 

圣君及众神佛寿诞千秋平安晚宴致词 

发出这项促请。

他说，过去商家可以在明年才缴付 
明年的商业执照费，但现在的作业方 

式经有所更改，即商家必须在今年底 

就缴付2020年度商业执照费，商家若 

拖至明年1月至3月才还，需额外被征 

收10%罚款；越迟缴交的罚款额就越 

高，最高额外征率为执照费的50%。

因此，他提醒巴生商家，随著即将 

迈入11月份，商家们是时候事先更新 
明年度商业执照了，因为通常到了12 

月底就会有许多商家涌著去缴费，促 

请商家不要超过今年底更新缴费，以 
免逾期面对罚款。（L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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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是在没协商余地下，就决 

定把桥建在所规划地段，当他 

们反映不满时，官员则回应建 

桥地段已落实，为此不会改 

变，若居民有不满，唯一选择 

就是不建桥。

“我们希望桥能建好，但 

桥口不是对准我们住家的正门

口 °，’

他也透露，该局和土地局 

原木答应受影响的空地地主先 

与他们商量再决定，如今却未 

见官员踪影。

“该局将在下个月动工， 

我们希望能与公共工程局协 

调，把建桥位置移去旁边空 

间，取得两全其美的解决方 

案。”

g影响居民代表周福根 

I向媒体指出，根据华 

人传统民俗，住家正门口最忌 

讳对准路口或桥口，W为相信 

会带来很重煞气，不利家宅安 

宁。

“当局R前规划的新桥正 

好与4间房子的正门相对，除 

了我本身和隔壁邻居的屋子， 

还有对岸1间屋子和一块木来 

要建屋子的空地也受影响。” 

他指其实他们住家旁仍有 

一块约20尺的空间，属于对 

准大路的空间，为此希望当局 

可选择把桥口建在该处，而非 

直接对正他们的房子。

官员开会没解决问题

“我们在今年8月才获悉 

公共工程局会兴建上述新桥， 

当时官员表示会与居民协调， 

惟当本月村K：邀请我们前往与 

官员开会时，官员只供2个选 

择，即建桥或不建而已。” 

他说，公共工程局的回应

議證if
麵

新桥对正大门口犯华人禁忌，吉胆岛头条港居民盼与当局协调“移位”

蔡
全
智

员

蒙

吉胆岛乡村管理 

yfr 委员会主席蔡全智 

说，吉胆岛是于6 

nfln 年前向公共工程局 

申请在头条港建 

桥，惟一直无音 

讯，直到今年该局 

才批准申请，并于2 

个月前到吉胆岛为 

建桥画图测。

“该局官员事先未与我联 

系，当官员联系我时，只商 

讨已决定建桥的事宜而已。”

他指自己也邀请附近居 

民一同开会，当屋主在图测 

上看到自己住家正门口对准 

该桥时，立刻大感不满和作 

出反对，因为担心住家会犯 

钕气。小、 M

“我希望桥可以建好，毕 

竟该区村民也等了多年，但 

更希望公共工程局能与受影 

响居民协调，尽可能做不影 

响两方的决定。”

谢琼利：建桥计划辗转多年
吉胆岛前村K 

拿督谢琼利受询时 

说，该桥兴建建议 

面临重重波折，辗 

转多时才获巴生公 

共丁程局答应承 

建’较后再召集各 

造领导出席商讨会 

议后，从3个建议 

地点中择其一兴 

建。

他指出，7年前他担任吉 

胆岛村tC：时，受村民委托向时 

任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提出 

建桥申请，承他应允向巴生土 

地14申请拨款建造新桥，惟后 

者指不能承建，于是转由巴生

谢琼利

通I::漏
公共工程局确定新桥兴建地点 

后，便在该区设围篱。

市议会处理，结果市议 

会也指不能承建，最后 

才交由巴生公共工程局 

接手。

“几度辗转，巴生 

公共工程部最后才批准 

及接受兴建吉胆岛头条 

港的桥梁，接着我们受 

邀到巴生出席讨论会 

议，出席者包拈我、吉 

胆岛头条港区主席林合 

忠，还有特别关心吉胆岛发展 

的丹斯里林宽城及巴生公共工 

程部各组官员。”

他说，当时林宽城特别带 

领其公司测量建筑师列席，以 

确保村民没被误导，会议上曾 

提出三个不同的建桥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在原有桥 

梁地点兴建，惟已不适合而遭 

反对：第二建议地点即现在准 

备建桥的地点，各造都觉得非 

常合适，最后定夺下来，并由 

林宽城亲自签字以资证明；至 

于第三建议地点，由于地势太 

高，恐怕新桥建成后，不利老 

人家使用，因此议决不取 

用，

他声明，上述建设工程是 

本身任职村长时，为村民争取 

的福利之^，并在公开会议上 

以大部分村民利益为重来作决 

定，个人并无任何私利或是政 

治目的。

新闻特区 

吉胆岛头条港 对准家门口犯忌讳

居民隨桥“雜”
报道：林秀芳/黄安琪

(巴生28日讯）即将兴建的新桥出口对准居民大门口而 

犯华人大禁忌，吉胆岛头条港受影响居民盼当局协调 

“移位”！

据悉，公共工程局计划在吉胆岛头条港兴建一座新桥，惟两边桥头却恰恰对准 

3间屋子的正门口及一块即将建屋的空地，让受影响屋主担心对住家造成“太重煞 

气”，盼能与当局会晤协商，寻求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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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州
(仁嘉隆28日讯）雪州政府每年拨出600万令吉给非 

回教团体，惟基于没增加拨款及为了让更多团体享受 

到政府拨款，州政府明年给予神庙的活动拨款将从基 

本3000令吉降至2000令吉。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指出，由于雪州非回教 

团体拨款不足，让神庙的活动拨款减少，希望大家谅 

解。

邓章钦：为惠及更多团体

W庙活动拨驟擎
州政府每年都有通过非回教事务委员会，拨出600万令吉给 

回教宗教团体，各庙宇组织可向非回教事务局申请活动拨 

，（档案照）

万寿宫成区内最大神庙
[章钦昨晚为仁嘉隆万 

寿宫落成开幕感恩晚 

宴致开幕同时这么说。

他今日接受《南洋商报》 

询问时则指出，雪州政府每年 

都有通过非回教事务委员会， 

拨出600万令吉给非回教宗教 

I才丨体，在华人信仰方面，包括 

佛教、道教或传统宗教，每年 

拨款占367万令吉。

维修视个别情况拨款

他说，由于今年有越来越 

多I才丨体向非回教事务局申请活 

动拨款，以致在拨款有限的情

况下，有许多组织今年没获得 

拨款。

“这拨款主要是作为庙宇组 

织的活动经费，供他们举办活 

动，为免让其他组织失望，所 

以委员会决定明年降低拨款至 

2000令吉，皆大欢喜。”

他强调，若是维修或提升 

方面的拨款，则另行视个别情 

况申请及给予拨款。

询及是否将要求雪州政府 

増加相关拨款，他指明年各方 

面预算与今年没太大差别，给 

非回教闭体的拨款应该维持在 

600万令吉内。

、 ▼ %r 1 t vj
/ wifej

万寿宫建筑师黎如威（右三起）移交住用合格证书（CCC)给 

洪平进，由杨云章（左）、郑永德（右起）及洪友亮见证。

万寿宫主席洪平进宣布， 

万寿宫获得完丁合格住用证 

(CCC)，成为区内最大、最堂 

皇的神庙。

他说，万寿宫7年前开始 

重建，口号是“传承文化，开 

创思维”，保留各种文化祭祀 

活动之际，也在老旧传统思想 

上作出新革，提倡环保思维、 

注重各方面的教育。

他说，万寿宫也成立很多 

训练班，如书法班、舞蹈 

班、歌咏班等：为传承与保 

存中华传统习俗文化，举办 

华人节丨火活动。

万寿园慈善基金会会氏梁 

嘉倚说，万寿园慈善基金会 

每年在慈善方面开销逾25万 

令吉，捐款主要来自善信点 

灯。

刘永山：若未申请土地转换

神庙扩建面对问题

贵宾为万寿宫感恩宴联合主持拉彩炮开幕仪式，前排左六起为杨云章、洪平进、邓章钦、刘永山及周梓杉

11年拨4800万予非回教团体
邓章钦说，雪州政府自 

2008年起拨款给非回教I才丨 

体，从2009年至今11年共拨 

出4800万令吉，也共批准了 

325地段给非回教I才丨体。

神庙数量过多

“全马只有雪州政府立下 

好榜样，不只拨款，也给土

地，但要求所有宗教闭体需照 

章行事，奉公守法。

他说，雪州神庙数目超过 

应有的数目，一些神庙理事不 

和、分派，在不合法地点建立 

新神庙等问题，有必要正视。

“2008年前建在非法土地的 

建筑物，政府暂时可以不采取 

行动，但2008年后建的非法建

筑物，适当时间须采取行 

动，确保社区宜居。”

他认为，万寿宫是仁嘉 

隆精神象征，扮演丨才丨结华社 

角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州政府前后共拨出31万令吉 

给万寿宫重建，这不包括其 

他行政议员、州议员的拨 

款。

万津州议员刘永山说，瓜 

冷县议会在地方发展及城市乡 

村规划法令下，日前进行大蓝 

图听证会，村内很少神庙提出 

申请要求转换土地问题，造成 

神庙申请扩建或重建时，会面 

对严峻问题。

他说，在会上有几间庙宇 

成功提出看法，相信雪州政府 

在批准后，有关神庙就可以重 

建或扩建。

他早前宣布拨款2000令 

吉，如今再宣布“加码” 3000

令吉，共拨5000令吉给万寿 

官。

说，“辉煌历程，相拥圆 

满”是晚宴主题，筵开250席 

感恩宴。

出席者有计万寿宫顾问杨 

明发、林顺国医生、建委会顾 

问李维念伉俪、建筑师黎如 

威、活动筹委会主席杨云章、 

杨裕川夫妇、水务、土地及天 

然资源部长赛韦尔再也古马医 

生代表周梓杉、瓜冷县议员洪 

友亮与郑永德等。

众贵宾出席盛 

宴。坐者左起为 

杨裕川、黎如 

威、林顺国、杨 

明发、刘永山、 

洪平进、杨云 

章、邓章钦、李 

维念伉俪及杨裕 

川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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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雪县会拨款30万

八丁燕带建美食中心
(瓜拉雪兰莪28日讯）瓜拉雪

兰莪县议会拨款30万令吉， 

在八丁燕带新村大街兴建美食 

中心，以集合流动小贩在一'处 

摆卖，同时推广地道各族美 

食。

有关计划目前进人呈交图 

测和估价阶段，为了强化当地

特色，八丁燕带新村村民杨海 

权向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要 

求，美食中心设计需具现代化 

和以绿色为主。

他认为，瓜雪县议会正朝 

向升格为市0标出发，希望即 

将兴建的美食中心也能符合未 

来需求。

他R前陪同黄思汉巡视美 

食中心后说，美食中心计有20 

个档口，首先会保留3个摊位 

予；前在非法美食中心摆卖的 

小贩，以及0前在大街摆卖的 

5个流动小贩，其余则公开给 

其他小贩。

黄思汉则赞同打造现代化

美食中心的概念，尤其时下 

民众假日爱回到小镇小乡找 

美食打K-，W此若美食中心 

具备特色，相信能吸引游客 

到来。

鼓励“楸出”道地美食

他也鼓励村长和村委，积 

极把村子里或周遭只有在地 

人知道的美食“揪出来”， 

以聚集在美食中心摆卖，打 

造出八丁燕带美食天堂，提 

高小贩收人，带动地方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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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狗有仇？

“枪手”追杀流浪狗
(莎阿南28日讯）与狗

有仇，非杀不可？

一位署名Joey Yo的 

网友昨午在网上贴文 

说，有目击者在该区柏

昔兰胡姬莫P拉 

( Pei.siai.an Anggerik 

Mokara)工业区，看到 

“凶手”驾驶白色宝腾赛 

佳BLM轿车，拿着气枪

盼警方缉拿凶手
署名Joey Yo的杨镓 

萦于事发当天晚上11时 

许，陪同在事发现场喂 

狗的友人到莎阿南太子 

园警局报案，希望警方 

正视此事，并缉拿 

手”，为死去的狗讨回 

公道。

根据该名投报者

(49岁）的报案书，事 

主于昨午4时55分期 

间，带着狗粮到事发地 

点准备喂流浪狗，结果 

在不同地点发现多只狗 

死亡，其中1只躺在胡 

姬莫卡拉1路并奄奄一 

息、2只死在同一路段 

的丁业区附近，另2只

解剖狗尸查死因

追杀流浪狗。

帖文指“凶手”枪 

枪对准狗只头部射杀， 

最终导致5死1重伤。 

这不禁让人质问对方与 

狗有多大仇恨，以致要 

下如此毒手？

不少网民纷纷转发 

及留言，指责“凶手” 

残忍，行径令人发指。

则倒卧工业区食堂外。

投报书说，死去狗 

只耳朵处皆有被射伤的 

痕迹，血迹是从鼻子和 

耳朵处流出。

投报者也向警方 

说，附近保安人员告知 

曾听到枪声，循迹查 

询，则看见有人驾驶白 

色宝腾赛佳BLM的轿车 

匆匆离开《 狗只死状骇人，让爱狗人士痛心疾首

莎阿南警区主任巴哈鲁丁 

助理总监受询时证实警方接获 

上述投报，b前正展开调查工 

作，包括把5只狗尸送往博特 

拉大学解剖调查死因，民众受 

促勿作无谓揣测…

“狗尸体被发现的3个地 

点，相互距离为350至850公 

尺，事后，（喂狗）事主也协 

助将5只狗尸埋葬附近地点， 

还清洗狗遗留的血迹。”

警方也不排除狗死于食物

中毒。巴哈鲁丁指警方未掌握 

任何线索，暂时未找到看见5 

只狗被杀害的证人，现场也无 

发现任何弹壳。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 

429条文，即猎杀或故意伤害 

动物罪名调查此案，凡有情报 

者可直接联系查案官Elaine 

Lee : 016-239 8565 或致电警

局：03-5520 2222 投报。

莎阿南市政厅企业及公关 

主任沙林呼吁市民，若面对野 

狗骚乱问题，可直接向市政厅 

投报，让执法单位处理，市民 

切勿自行采取任何对付行动。 

有投诉者可拨打热线1-800- 

88-4477作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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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董家教后继无人

黄瑞林吁参与华教组织
(适耕庄28日讯）雪州议长黄

瑞林呼吁社会人士积极参与华 

教运动，尤其是年轻新血，把 

冲劲和新想法注人华教组织， 

否则董家教三机构将陷人无人 

接班的困境，最终成为一盘无 

人愿意接手的散沙。

他说，年轻人应踊跃参与 

华教组织，包括加入董家教H 
机构，持续为下一代的母语教 

育奋斗，确保华教运动不会陷 

人青黄不接的困境。

“我曾担任母校校友会主 

席，如今是董事成员，极熟悉 

华教面对的困境。办教育从来 

不容易，先辈出钱出力，确保 

华文教育持续发扬光大，我们 

应传承这文化火炬，丨丨:我国华 

文教育随着时代苗壮成长。”

也是适耕庄州议员的黄瑞 

林强调，雪州政府每年制度化 

拨款给华教，如今加上中央政 

府各部门辅助，各种拨款源源

不绝，因此希望朝野政党不要 

为了自身政党利益，把教育问 

题政治化。

他FI前为适耕庄育群华小 

“情牵育群嘉年华”开幕时， 

宣布拨款2000令吉赞助嘉年 

华活动，并指筹备大型嘉年华 

需各方配合。

“筹款活动吃力不讨好， 

需有无私付出与牺牲精神，否

则半路就会打退堂鼓。这些活 

动能让学生学到许多课本外的 

知识，尤其待人处事的态度和 

沟通技巧，”

育群华小家教协会主席王 

和儒指出，育群华小上次筹办 

嘉年华和义卖会已有10年时 

间，这次嘉年华是为了筹募家 

教协会常年经费，包括各种课 

外活动和校队开销。出席者包 

括育群华小董事长潘来云、筹 

委会主席颜康勤、校长郑瑞 

德、家教协会查账刘宪龙与董 

家教三机构代表。

r _aiil
颜康勤（左起）与王和儒赠送纪念品予黄瑞林，由郑瑞德（左 

四起）、潘来云和刘宪龙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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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发展商计划拆 

除东南亚花园的宝 
石戏院原址，并进 

行综合发展计划^

(八打灵再也28日讯）灵市著名地标的东南亚花园宝石戏院（Ruby )原 

址将进行综合发展计划，引起当地商民及社区反弹，除了反对在这个饱和地区 

兴建高楼，并指将加剧交通阻塞、对社区及发展造成影响。

据了解，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目前尚未批准该发展计划，尚待发展商呈交交 

通评估报告（TIA )、社会影响报告（SIA )及发展评估报告（DIA )后再作出 

考虑及再度召集汇报会。

將波及戲院毗鄰美食攤
0宝石戏院原址拆除重建，戏院毗邻 

^的市政厅美食摊位，即于21/19路的约 

20档美食摊将受到波及，市政厅也必须另觅地 

点重新安顿小贩。

根据发展商提呈给市政厅的发展计划书， 

他们打算在9400平方公尺地段兴建2座楼的综合 

发展计划，分别是26层楼及22层楼，共413个单 

位的服务式公寓座设有10个单位的商店， 

另外还有泳池、健身房、礼堂、游乐场等设 

施d

林怡威：聯同逾百人呈反對信;

位于21/19路的市政厅美食摊位将受到发展计划波及，面临拆除命运。

塞車及車位不足 劉先生（50歲，神料店業者）

K动党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及八打 

灵再也市议员法汉日前带领《大都 

会》社区报记者走访宝石戏院原址，实地考察 

当地的交通问题，并反对在饱和的东南亚花园 

进行高密度发展。
林怡威指出，市政厅于6月26日发信通知 

居民有关发展计划，反对期限是7天，她本身 

及市议员、居民、居民协会及睦邻计划共逾百 

人已在期限内提呈反对信。

她强调，市政厅目前未批准该发展计 
划，人头发展商正在进行谈判阶段（pra 

runrlingan),市政厅必须视发展商提呈的更多 

文件来作出审核。
她表示，在反对期限后的7月15 R,市政 

厅展开内部交通评估会议，市政厅工程组、她 

与市议员也有出席，会议上也提呈了白天与夜 

晚的交通流量研究

双重泊车问题严重

“由于该区的交通在中午12时的午餐高峰 

时间也非常拥堵，因此我建议交通顾问在午餐 

时间进行评估，惟在9月11日召开第二次的内 

部交通评估会议时，资料显示午餐的车流量并 

不比白天及晚上的高峰期多^ ”

她说，当地有许多著名食肆，每当午餐时 
间的中午12时至下午2时期间，该处就会出现 

严重双重泊车问题，导致交通阻塞。

她表示，发展商计划在现有的停车场，即 

面向住宅区处兴建10个单位的商店；有关商店 

将进行饮食业，相信这将导致该区更吵闹及衍 

生交通问题。

商家忧老建筑地基不稳固

“市政厅在10月8日进行-场召集发展商 

与居民参与的汇报会，居民基于交通及工程问 

题纷纷反对该计划。”

此外，她指出，-旦工程被批准，发展商

将花3年时间进行工程，附近的店铺已有很久 

历史，商家们都担心附近老建筑的地基是否够 

稳固来支撑如此浩大工程。
她表示，如果工程动工，位于21/19路的 

市政厅美食摊位将会受影响，必须另寻地点安 

顿。

建议建公园增车位

林怡威指出，该区是在2003年转换划区 

(zonning)为商业地，但缺乏公共设施，虽然 

发展商有发展权利，但他们应该回馈社区，如 

设立•个公共公园或提供更多停车位。

“在市政厅的会议后，我们决定是暂缓有 

关计划，要发展商呈交3项报告，分别是交通 

评估报告、社会影响报告及发展评估报告。”

她说，当收到相关报告后，会复印供居民 

参考，有兴趣的居民可联络其服务中心获取， 

了解发展详情。

她表示，发展商目前的交通评估报告没有 

解决现有的交通阻塞，而该区可谓是灵市最塞 
车的中心点之…，车流量来自百乐花园、SS2 

及大学路等方向。

地
人

宝看
石戏
戏的
院圩

法孟
指

.里.直 

『都有塞 

车和停车位不足问题， 

高车流量也让居民觉得 

住得不舒适，我也有参 

与签名反对该工程s 

若工程被批准，将 

会涌人上千个居民，届 

时停车位肯定不够，居 

民也会将车停在公寓外 

面a

有顾客投诉来这里 

苦找不到停车位，兜了

很多圈找不到泊车位就 

不要来，因此虽然看到 

车多，但生意量不多。

这里已有50年历 

史，我们也担心旧楼危 

机及水压不足等问题， 

届时居民出人也会不方 
便。这里食肆林立，2 

排店就有10多间食肆， 

还设有巴刹，有些人常 

常随意双重泊车后下车 

买东西，造成交通阻 

塞。”

市
廳
生

攤
將
受
影
響

70*

5图 
冒取
，自
光网
一络 
时^

是
当

该综合发展计划 

将是东南亚花园 

首个高楼建筑， 
逾400个单位的 

服务式公寓，若 
每个单位住上2 

人，可提供800 

人居住。

他表示，市 
政厅的约20个美 

食摊位也将受影 

响，必须探讨要 

如何安顿这些小 

贩。

他说，H 

前正等待报告， 

并会在收到报告 

后会通知居民、 

居民协会、睦邻 

计划查阅报告， 
之后预计至少2 

个星期后召开汇 

报会，让居民出 

席。T

興建高樓影響逾千戶
顏文凱（東南亞花園居民協會主席）

“

居
民皆反对兴建高 

楼。这里的交通 

已经非常繁忙，

-旦兴建高楼， 

预计有千多户居

民受影响。

我们当初在购买房子时，发展 

商答应提供4个设施，包括巴刹、戏 

院、足球场及泳池，其中巴刹和戏院 

有兴建，但足球场及泳池却不了了 

之。整个东南亚花园都没有一个可供 

居民做晨运的公园或草场，目前发展 
商将原本作为足球场的空地作为停车 

场，但没有收费。

这一区在早上很塞车，居民要载

送孩子上学都很花时间，而且当地设 

有巴刹，-早就泊满车，该商业区只 
有300个停车位。

居民不惜自费聘律师

为了下…代着想，居民协会将 

反对该计划到底，也会查看在买卖程 

序上是否涉贪，居民也不惜自费聘请 

律师。市政厅在反对期限后召开汇报 

会，但我们在会上提出多个问题，发 

展商均无法回答，包括发展商何时购 

买该地段，以多少钱购人。

戏院外原本设立两个告示牌，但 

后来拆了一个。目前等待市政厅再次 

召开会议，我希望发展商可在戏院原 

址兴建一座多层停车场，以解决这-- 

区的停车位不足问题。”

擔心遷新址沒生意 包先生（60歲，美食攤位小販）

不希望美

我:i食摊位 

被拆除，因此反对该发 

展计划。如果在原地安 

顿美食摊或是在新建筑 

内则没问题，但若另觅 

地段安顿，担心没有生 

意，就如被安顿在19区 

的榴裢档没有生意。

我在这里营业了很 
久，2000年就在这里营 

业，而早在70年代就有 

这里的档口，：3大种族 

在此营业。

我也是住在东南亚 

花园，所以我反对发展 

计划导致人多车多和加 

剧塞车的高楼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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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耕庄28日讯）雪州议长 

兼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建议农业 

部调整稻米谷种津贴的发放方式， 

以解决前朝政府遗留的朋党利益问 

题，开放市场竞争提高谷种素质， 

并确保津贴发放予真正需要的稻 

农。

他指出，农业部每年有1万 
8000吨的稻米谷种同打给指定的大 

型米厂，各米厂可依据自身的固打 

数额，制作稻米谷种售予稻农，售 
价为低于48令吉市价的28令吉，为 

此米厂每吨稻米谷种可获政府补贴 

1035"^'^'

“此模式行之有年，却沦为前 

朝政府的朋党政治利益。因为不论 

稻米谷种是否卖给农民，这些米厂 

都能获得政府津贴，衍生一■连串的

问题。”

黄瑞林针对调整谷种津贴发放 

方式，日前召集适耕庄各区稻农和 

农民组长商讨后，如此表示。出席 

者包括A村村长刘裕捷与B村村长叶 

国民。

他形容，由于肯定会获得政府 

津贴，部分米厂产出的谷种素质参 

差不齐，导致业者宁愿用市价购买 

更好的谷种；甚至有的米厂直接把 

谷种制成F^l米，推出市场售卖再赚

“这种以国库收人惠及朋党的 

做法，在新政府时代应该被取消！ 

我建议农业部把津贴直接汇人农民 

的银行户口，让农民拥有选择权购 

买谷种，又能提高市场竞争力，确 

保谷种素质属于高品质。”

#瑞林指出，每份稻田平均需 
^•要7包稻米谷种，政府每季 

把津贴汇人稻农的银行户口，让稻农 
以每包48令吉的市价自由购买，就不 

必透过中间人即指定米厂进行。至于 

失去固打额的米厂，就得产出高素质 

的稻米谷种，才能吸引稻农购买a 

他认为，政府每年拨出近1亿令吉

草擬信函呈農業部長
作为稻米谷种津贴，却造成朋党垄断 

市场，影响稻米素质，因此绝对有必 

要改革津贴的发放方式_。.

他透露，已针对此事草拟信函， 

交予大港区国会议员慕斯里敏，以在 

国会开会期间转达给农业部长沙拉胡

黄瑞林（前左 

五起）、叶国民、 

刘裕捷与稻农代表 
呼吁农业部，把稻 

米谷种津贴直接发 

放给稻农，解决前 

朝政府朋党垄断市 
场的问题。

丁，强调国州议员从未忘记农民面对 

的问题，想方设法要求政府解决。

“慕斯里敏日前参与国会的2020 

年财政预算案辩论时，要求政府把稻 
米扣水率调低至17%,提高稻米收购价 

至1300令吉等，因此农业部会在财案 

的辩论总结环节作出回应。”

促

調

整

稻

米

津

貼

發

放

黃
瑞
林
：
朋
黨
壟
斷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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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生

行人道導盲磚脫落

C “平
日我都 

从住家 

步行至灵市17区 

的17/13路等候巴 

士，我发现该路行人道上 

的导盲砖已脱落，且部分 

行人道上布满沙石。

这个情况已发生很 

长一段时间，-直都未见 

有人来维修。我认为这-- 

情况会对盲人造成极大危 

险，因突出或脱落的导盲 

砖很容易导致他们被绊倒 

在马路上6

不仅如此，就连一般 

人在晚上时段，也会因为 

视线不佳而看不清路况而 

跌倒。尤其近来不断下大 

雨，很多人都为了可以尽 

快回家而加快脚步，往往 

不会察觉到行人 

道上的状况，希 

望当局可隨员1 

前来维修：” W

灵市17区17/13路的 部分行人道上布满沙

部分导盲砖已脱落，容 石，以致行人道上的部分
易导致路人被綷倒- 导盲砖“被消失”。

可致電靈市廳投I斥
《大都会》社区报建议读者，遇到上述问题可致电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24小时热线（03-7954 2020 )、电邮 

(aduan@mbpj.gov.my )、传真（03-7958 1494 )或脸书 

(mbpjaduan)等方式，向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作出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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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2 8日 

讯）2019年雪州电竞赛
抱走4萬獎金及獎杯

(Sukan Siber Selangor ) 

-连两天在沙亚南Central 

J-City购物商场展开，经 

过一番龙争虎斗，Yoodo 

Gank队成功在15名队伍选 

手中脱颖而出，赢得冠军 
宝座〇

该冠军队的5名青年 

亦从赛事中，抱走4万令 

吉奖金及•座奖杯。荣获 
亚军的Last Survivor R2K队 

获得2万令吉奖金、季军 

N.E.D Brotherhood捧走 1 万 

令吉奖金。

雪電競賽YoodoGank奪冠
主持闭幕仪式的联邦 

直辖区部长兼沙亚南区国 

会议员卡立沙末指出，电 

竞赛事提供了热衷于电子 
竞技（Esports )的青年， 

有个施展才能的理想平 
台

他表示，如今电子竞 

技行业已成热门的新兴产 

业，希望未来政府能多加 

关注。

Yoodo Gank： 

赴曼谷参赛添信心
夺冠的Yoodo Gank队 

成员艾曼阿米鲁受询时表 

示，非常高兴能在15支队 

伍中脱颖而出，也为即将 

前往泰国曼谷进行下一场 

电竞比赛的他们，增添更 

多信心。

他表示，5名队员各

来自不同州属，包括马六 

甲、怡保及吉隆坡。

雪2014年起办电竞赛

为了推广我国电子竞 
技行业，雪州政府从2014 

年起举办电竞比赛。主办 

方在今年第六届赛事中， 

共准备了21万5000令吉丰 

厚奖金予优胜者。

电竞赛事获得雪州 
体育理事会、沙亚南市政 

厅.雪兰莪电竞协会、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地方青年推动委员会、

Yoodo Gank队伍成功在15名队伍选手中脱颖而电讯及中止腾讯的支主寸 

出，赢得冠军宝座^. 与赞助。

卡
立
沙
末

(

后
排
左
七

)
与
获
奖
队
伍
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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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嘉隆萬壽宮落成開幕感恩晚宴--------------------------------------------------

鄧章欽：讓更多團體受惠

明年神應播款降至2千
(仁嘉隆28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指出，雪州政府每年 

600万令吉非穆斯林团体拨款已经 

不足够，因此在政府没有增加拨款 

下，又要让更多团体享受到有关拨 

款，明年批给神庙的拨款将从原本 

的每年基本3000降至2000令吉，希 

望大家谅解。

邓章钦昨晚在仁嘉隆万寿宫落成开 

幕感恩晚宴上致开幕词时，如是表示:

雪11年拨4800万给非穆团体

他说，雪州政府自2008年开始，拨 

款给非穆斯林团体，从2009年至今的11 

年时间，共拨出4800万令吉3此外，从 

2008年开始，批准给非穆斯林团体325土 

地。全马只有雪州政府立下好榜样，不 

只拨款，也给土地，但要求所有宗教团 

体必须照章行事，奉公守法。

他说，雪州神庙数目已经超过应有 
的，-些神庙理事不和、分派，就在不 

合法地点建立新神庙，这是必须要正视 

的。

他表示，在2008年前建立在非法 

土地的建筑物，政府暂时可以不采取行 

动，但是2008年后建的非法建筑物，适 

当时间都必须采取行动，确保社区是宜

出席贵宾，坐者左起为杨裕川、黎如威、林顺国、杨明发、刘永山、洪平 
进、杨云章、邓章钦、李维念夫妇及杨裕川夫人；后左起为郭富广、郑永德、周 
梓杉、洪振治及高益文。

居地方，不能让神庙到处林立。

邓章钦指出，万寿宫是仁嘉隆的精 

神象征，万寿宫在地方上，扮演团结华 

社的角色，不只是传播宗教，也是文化 

传承据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他说，他掌握雪州非回教宗教事务 
期间，批准25万令吉给万寿宫重建。此 

夕卜，他之前的长官也拨出6万令吉，因 

此，雪州政府共拨给万寿宫31万令吉， 

不包括其他行政议员及州议员的拨款。

“我每个月批准拨款，给越来越 

多宗教团体，举办佛学班、宗教班。我 

期望万寿宫在宗教教育方面做得更大更 

好。”

万寿宫获入伙证

万寿宫主席洪平进宣布，万寿宫开 

幕，获得完工合格人伙准证（CCC)， 

是重大好消息。
他说，万寿宫7年前开始重建，终于 

圆满落成，就如主题“辉煌理财，相拥 

圆满”，成为区内最大最堂皇神庙，• 

路来，得到善信鼓励支持，让万寿宫走 

得更远更精彩。

他说，万寿宫在仁嘉隆中心点， 

天时地利人和，将举办更多文化活动让 

村民受惠，也成立很多训练班，如书法 

班、舞蹈班及歌咏班等。

劉永山：神廟重建須轉換土地

万县议会在地方发展及城市乡村 

规划法令下，日前进行大蓝图听证会， 

村内很少神庙提出申请要求转换土地问 

题，造成神庙申请扩建或重建时，会面 

对严峻问题，他说，在会上也有几间庙 

宇成功提出他们的看法，相信雪州政 

府在批准后，有关神庙就可以重建或扩 

建。

他之前宣布拨款2000令吉，如今再 

宣布加码3000令吉，共拨5000令吉给万 

寿宫。

梁嘉倚吁慷慨捐助基金会

万寿园慈善基金会会长梁嘉倚指 

出，万寿园慈善基金会，每年在慈善方 

面，开销逾25万令吉，目前捐款来源主

要来自万寿宫善 

信点光明灯，她 

呼吁善信慷慨解 

囊，捐助该基金 

会慈善基金，协 

助更多需要的弱 

势人士。

筹委会主席 

杨云章说，“辉 

煌历程，相拥 

圆满”是晚宴主 
题，筵开250席 

感恩宴的结束，

意味-•连九天的的活动両上句号，感 

谢筹委会、工作人员及热心人士的支持 

与配合，使万寿宫落成开幕典礼圆满落 

幕。

出席者包括顾问杨明发、林顺国医

万寿宫建筑师黎如威（中）移交入伙合格证书（CCC )给 

洪平进，由杨云章（左一■)、郑永德（右一■及二）、洪友免见 

证。

生、建委会顾问李维念夫妇、建筑师黎 

如威、杨裕川夫妇、希维尔部长代表周 

梓杉、《星洲日报》中马区副总经理郭 

富广、《星洲R报》隆雪高级主任高益 

文、瓜冷县议员洪友亮及郑永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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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禱融：華人從不看輕友族

“败馬送篇齡_面體，
(巴生28日讯）巴生园华光宝殿永久名 

誉顾问拿督斯里庄祷融强调，华人身边都有 

马来朋友，华人从不看轻和贬低马在友族， 

反观是首相敦马哈迪在送“拐杖”给马来人 

后，却不断批评马来人懒惰，并在面对大马 

与各国的外交风波时，需要枪口对外凝聚马 

来人大团结，而有了马来人尊严大会。

也是马华前雪州行政议员的庄祷融昨晚在该庙 

庆祝恩主华光大帝圣诞千秋兼37周年纪念、迁人新 

殿16周年暨筹募活动基金平安晚宴上致词指出，办 

马来人尊严大会不是问题，但问题是不该在会上强 

调这片土地是属于马来人的，因地契产权的拥有乃 

是个人资产，更不能把非马来人视为外来者。
也是马华雪州联委会前主席的庄祷融对行动 

党火力全开，炮轰行动党元老林吉祥曾是华社的寄 

托，说服华社去接受马哈迪，还辩称马哈迪道歉， 

但他反问马哈迪道歉了就会改变吗？

斥行动党枪口对准马华拉大

他指责行动党的几名华裔部长，包括财长林冠 

英、原产业部长郭素沁和环境部长杨美盈都没有出 

声，行动党却还把枪口对准马华的拉曼学院。

庄祷融指出，在丘光耀《互利共赢的一带一 

路》漫両被禁风波上，行动党不敢站出来帮丘光 

耀，也不敢针对内政部长兼土团党总裁丹斯里慕尤 

丁下的禁令做出反驳，一直要把马华拖下水，面对 

土团党时却“软了下来”。
他透露，华光宝典迁人新殿16年，巴生区内的 

华小迁校与兴建丁作，凡是关系到华人宗教、教育 

与文化的事务，他在国阵执政时期与马华市议员都 

尽力帮忙，因为大家都是华人。

大会进行 

切蛋糕仪式> 
前左一起林德 

意、陈福源、 

庄祷融、林天 
福、林上根、 

林玉发、陈文 

成、郑灿英和 
林上国。

大会颁发名誉顾问委任状予林天福（左三）、林汉权 

(左五起）、林德意和林玉发。左一起是林上根和陈文成、 
左四庄祷融、右一起为陈福源和郑灿英。

林上根批希盟講一套做一套
#光宝殿殿主林上根 

-f一批评希盟政府讲- 

套做一套，利用人民的选票 
当官后，40多名华裔国会议 

员开会时“静静”，却在外 

面“乱乱讲”，认为这是华 

人不尊重自身族群的体现。

他强调，我国二大民族 

理应平起平坐，而非是哪个 

种族特别坐大，并要年轻人 

记得华人祖宗是在中国，只 

有中国强大，海外华人才有 

立足之地。.

居协呈函投诉被推搪
也是巴生园居民协会主 

席的林上根指出，巴生园今

年5月发生…宗，-名70岁华 

裔长者患上骨痛热症不治身 

亡的悲剧，原因是死者住家 

附近出现垃圾堆，杂草丛生 

滋生蚊虫。

他透露，居协于7月8日 

垒函给当局时，却换来接函 

者“事不关己，己不劳心” 

的推搪态度，令他叹息“政 

府不爱惜人民”。

出席嘉宾有华光宝殿永 

久名誉顾问拿督陈文成、拿 
督郑灿英、拿督陈福源、受 

委名誉顾问拿督林玉发、林 

天福、林汉权和林德意胡副 

主席林上国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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