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ris Allahyarham Azalan terima RM500,000
SHAH ALAM - Waris kakitangan Per-
ba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Azalan Miswan yang maut 
dalam kemalangan di Turki pada 17 
Oktober lalu menerima pampasan 
RM500,000 daripada Etiqa Insurans di 
sini semalam.

Pampasan itu disampaikan Ketua 
Pegawai Operasi PKNS, Norita Mohd 
Sidek kepada isteri Allahyarham, Siti 
Faredah Ahmad, 53.

Norita berkata, semua kos urusan 
bagi membawa balik jenazah sebelum 
ini ditanggung sepenuhnya oleh pihak 
insurans.

“Kami wakil PKNS dan Etiqa Insu-
rans hadir bagi memberi bayaran pam-
pasan sebanyak RM500,000 kepada 
waris Allahyarham Azalan,” katanya 
selepas penyerahan sumbangan berke-
naan di rumah Allahyarham di Seksyen 
19 di sini semalam.

Mengulas lanjut mengenai kakita-

ngan PKNS lain yang terlibat dalam 
kemalangan itu, Norita berkata, buat 
masa ini tiga orang masih menerima 
rawatan di Hospital Pakar Avisena.

Katanya, sebelum ini urusan mem-
bawa balik semua mangsa terlibat di-
lakukan secara berperingkat oleh pihak 
PKNS.

“Selepas pulang ke tanah air, masih 
ada beberapa lagi kakitangan PKNS 
yang sedang menjalani rawatan lanjut 
di hospital akibat kecederaan yang di-
alami,” katanya.

Sebelum ini Azalan antara 35 kaki-
tangan PKNS yang terlibat dalam ke-
malangan jalan raya di Afyonkarahisar, 
Turki ketika menyertai rombongan 
tahunan perbadanan itu ke negara ber-
kenaan.

Allahyarham maut di tempat keja-
dian manakala empat lagi cedera parah 
dan mendapatkan rawatan di Hospi-
tal Afyonkarahi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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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erapa kubur di Tanah Perkuburan Islam Seksyen 21, Shah Alam 
ditakungi air ekoran hujan lebat tular di media sosial.

Kubur mendap ditakungi air
SHAH ALAM -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telah melaksana-
kan tindakan segera de-
ngan membuat kerja-kerja 
perparitan sementara di 
kawasan Fasa 5, Tanah Per-
kuburan Islam Seksyen 21 
susulan kejadian menda-
pan tanah yang berlaku di 
sini.

Ketua Bahagian Korpo-
rat dan Perhubungan 
Awam MBSA, Shahrin 
Ahmad  berkata, sistem 
perparitan sementara itu 
dilaksanakan bagi memu-
dahkan limpahan air hujan 
mengalir dengan sempur-
na.

Menurutnya, taburan 
hujan luar biasa sejak kebe-
lakangan ini menyebabkan 
limpahan air dari permu-
kaan jalan memasuki ka-

wasan tanah perkuburan 
itu.

“MBSA juga akan 
mengadakan gotong-
royong untuk menjalankan 
kerja berkaitan di kawasan 
berkenaan,”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di sini semalam.

Sebelum ini, tular di 
media sosial mengenai ke-
jadian mendapan yang ber-
laku di Tanah Perkuburan 
Islam Seksyen 21 di sini 
sehingga menyebabkan 
beberapa permukaan ku-
bur ditakungi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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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kalkan Bas Smart Selangor
Perlu diberikan 

lebih 
peruntukan 

dalam 
Belanjawan 

Selangor 2020

MUHAMMAD  
AMINNURALIFF MOHD 

ZOKI

SHAH ALAM

P rogram Bas Smart Se-
langor yang diperke-
nalkan kerajaan nege-

ri wajar diteruskan dan 
diberikan lebih peruntukan 
dalam Belanjawan Selangor 
2020.

Exco Kerajaan Tempa-
tan, Pengang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
pung Baru Selangor, Ng Sze 
Han berkata, Bas Smart 
Selangor sememangnya 
mendapat sambutan yang 
amat menggalakkan dari-
pada rakyat sejak ia dilan-
carkan.

“Program ini daripada 
apa yang saya lihat mem-
berikan kesan positif dan 
ramai rakyat terdiri daripa-
da pelbagai peringkat umur 
menggunakannya.

“Paling penting saya 
harapkan program Bas 
Smart Selangor ini boleh 
diberi lebih banyak perun-
tukan supaya dapat ditam-
bah baik lagi,” katanya ke-
tika dihubungi di sini 
semalam.

Berkenaan dengan war-
ga asing yang didakwa 
menggunakan Bas Smart 
Selangor, beliau berkata, 
kerajaan masih dalam ka-
jian untuk mencari kaedah 
yang paling sesuai untuk 
mengenakan caj kepada 
warga asing.

“Namun dalam soal ini, 
bukanlah semua atau ramai 
warga asing yang gunakan 
Bas Smart Selangor ini ke-
rana hanya beberapa laluan 
saja yang melalui kilang di 
mana ada warga asing.

“Bagi laluan lain keba-
nyakan penggunanya ada-
lah warga tempatan dan 
dalam soal ini kerajaan 
masih dalam kajian untuk 
mencari kaedah yang pa-
ling sesuai untuk mengena-
kan caj kepada warga 
asing,” katanya.

Dalam pada itu, rata-

Perkhidmatan Bas Smart Selangor diharap kekal dan diberikan 
lebih banyak peruntukan dalam Belanjawan Selangor 2020.

rata orang ramai berharap 
agar perkhidmatan Bas 
Smart Selangor ini dikekal-
kan pada masa akan da-
tang.

Malah mereka juga ber-
harap agar penambahbai-
kan dilakukan daripada segi 
penambahan laluan di be-
berapa kawasan.

Pengguna, Mohd Zuh-
di Baharom, 30, berkata, dia 
berharap Bas Smart Sela-
ngor akan diberi keuta-
maan dalam Belanjawan 
Selangor 2020.

“Saya berharap perun-
tukan yang lebih dapat di-

salurkan kepada perkhid-
matan bas percuma ini 
yang mana ia telah mem-
berikan manfaat kepada 
rakyat Selangor secara ke-
seluruhan,” katanya.

Ameer Satria Md Rod-
zi, 29, pula berkata, per-
khidmatan Bas Smart Sela-
ngor dilihat sangat relevan.

“Sekiranya ada yang 
mengatakan perkhidmatan 
ini sudah tidak relevan 
maka saya nafikan sekeras-
kerasnya, boleh lihat pada 
waktu puncak, ramai yang 
menggunakan kemudahan 
in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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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ndi Zakaria, 45, 
berkata, perkhidmatan bas 
percuma ini banyak mem-
beri kebaikan terutamanya 
kepada golongan B40.

“Keadaan kini agak su-
kar di mana kos hidup ter-
utamanya agak meningkat 
dan ramai yang mahu ber-
jimat cermat. Daripada 

awal lagi apabila kerajaan 
negeri memperkenalkan 
Bas Smart Selangor ini saya 
amat bersetuju dan menyo-
kong penuh.

“Saya harap agar kemu-
dahan ini dapat dikekalkan 
dan ditambah baik dari 
semasa ke semasa,” kata-
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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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anjawan Selangor 2020 
dibentang Jumaat ini

SHAH ALAM - Belanjawan Selangor 2020 akan 
dibentangkan pada 1 November ini di Dewan Ne-
geri Selangor bermula jam 4 petang.

Pejabat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lam satu ke-
nyataan berkata, belanjawan tersebut merupakan 
kesinambungan kepada dua pendekatan besar yang 
diperkenalkan tahun lalu iaitu dasar klusterisasi 
serta penjajaran.

“Kerajaan negeri telah melaksanakan lima sesi 
konsultasi libat urus bersama dengan semua peme-
gang taruh berkaitan selaras dengan fokus Belan-
jawan Selangor 2020 kepada lima teras utama iaitu 
pemberdayaan ekonomi, pendidikan, keselamatan 
dan kesihatan serta aspek sosial.

“Ini juga bertepatan dengan dapatan kaji selidik 
kehendak awam yang mahukan kerajaan negeri 
memberi fokus pertamanya kepada perumahan 
diikuti pendidikan, keselamatan dan kesihatan,” 
katanya.

Katanya, rakyat di Selangor boleh mengikuti 
pembentangan Belanjawan Selangor 2020 mene-
rusi laman sesawang amirudinsha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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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elusuri historiografi 
Kesultanan Selangor

Lawati Bukit Malawati, Muzium Sejarah, perigi beracun, rumah api 

MASJID Diraja 
Ala'eddin atau 
dikenali Masjid 

Bandar tersergam 
indah dengan reka 
bentuk yang unik.

PENGUNJUNG dan pihak media teruja 
mendengar penerangan daripada 

kakitangan bertugas berkenaan sejarah 
Meriam Petoi Boga atau Meriam 

Penggawa.

T
ATKALA memperkatakan 
tentang sejarah, pasti 
ramai yang kurang 
berminat untuk 

menghayatinya apatah lagi 
mengkaji berkenaan tawarikh 
lampau. 

Pun begitu, jangan terlalu 
egois kerana setiap kemajuan 
dan pembangunan yang terbina 
pada hari ini adalah disebabkan 
warisan yang ditinggalkan zaman 
berzaman. 

Ternyata peluang yang 
diberikan oleh Selangor Royal 
Trail FAM selama dua hari untuk 
menjelajah tiga daerah iaitu Kuala 
Selangor, Kuala Langat dan 
Klang baru-baru ini membuka 
perspektif penulis tentang betapa 
bernilainya sebuah sejarah.

Program anjuran Tourism 
Selangor dan kerajaan negeri kali 
ini memilih lokasi berkenaan 
bermatlamatkan memberi 
pendedahan kepada umum 

tentang keunikan Sejarah 
Kesultanan Selangor.

Pihak Tourism Selangor turut 
memperkenalkan inisiatif pakej 
pelancongan yang dikenali 
sebagai Pakej Budaya, Sejarah 
dan Kesultanan Diraja Negeri 
Selangor pada bulan lalu sebagai 
tarikan baharu buat pelancong 
untuk ke negeri itu.

Ikuti penjelajahan Sihat:Aktif di 
beberapa lokasi penuh 
bersejarah. 

Rasai aura kesultanan 
zaman silam di Bukit 
Malawati 

Sebaik menjejaki Bukit 
Malawati yang terletak di Kuala 
Selangor, penulis merasakan 
seolah-olah ditenggelami 
dengan suasana di pusat 
pentadbiran dan juga kubu kuat 
Kesultanan Melayu Selangor 
yang dipimpin oleh Sultan 
Ibrahim (1782-1826) pada lewat 

abad ke-18 dan awal abad ke-19. 
Kota itu yang diberi nama 

sebagai Kota Altingsburg pernah 
jatuh ke tangan Belanda pada 
tahun 1784 namun berjaya 
ditawan kembali oleh Sultan 
Ibrahim pada Januari 1785 
dengan bantuan pahlawan-
pahlawan dari Pahang. 

Kota Malawati telah 
diwartakan sebagai Monumen 
Lama dan Tapak Bersejarah di 
bawah Akta Bendapurba 
Bilangan 168/1976 pada 8 
September 1977. Para pelancong 
masih boleh melihat pelbagai 
tinggalan sejarah di situ seperti 
tembok kota yang masih berdiri 
teguh, bekas tapak istana, rumah 
api, Batu Hampar dan lain-lain.

Mengetahui asal usul 
Selangor di Muzium 
Sejarah

Jika berkunjung ke Kuala 
Selangor, tidak lengkap rasanya 

jika tidak melawat Muzium 
Sejarah di puncak Bukit Melawati.

Bangunan yang dahulunya 
merupakan kediaman rasmi bagi 
pegawai daerah Kuala Selangor 
sekitar 1960 kini diubah suai 
sebagai muzium bersejarah 
Kesultanan Selangor sejak tahun 
2006.

Di muzium itu tersimpan bukti 
mengenai pembukaan Kota 
Melawati yang merupakan pusat 
pentadbiran awal Selangor 
semenjak ia diasaskan oleh Raja 
Lumu, Sultan Sallehudin sekitar 
tahun 1766.

Kini, kota tersebut sudah 
berusia lebih 200 tahun. Mercu 
tanda itu menyaksikan 
perkembangan awal institusi 
Kesultanan Selangor sehingga 
terjadinya pemindahan pusat 
pentadbiran ke Bukit Jugra, Kuala 
Langat ketika pemerintahan 
Sultan Selangor keempat, Sultan 
Abdul Samad Tengku Abdullah.

Apa menarik di sini? 
Pengunjung boleh mengetahui 
sejarah nama Selangor, peristiwa 
penaklukan Kota Melawati oleh 
Belanda dan serangan balas 
Sultan Ibrahim yang dapat 
menakluk kembali Kota Melawati 
dalam masa sehari sahaja!

Ada apa di perigi beracun?
Pertanyaan itu sering berlegar 

dalam kalangan orang ramai. 
Berdasarkan kisah lama, 
difahamkan airnya berisi racun, 
hasil ramuan beberapa jenis 
getah dan miang rebung diisi 
sehingga paras dagu sebagai 
penyeksaan kepada penderhaka. 
Pastinya, sebaik berada di perigi 
beracun, kita membayangkan 

MASJID Diraja 
Ala'eddin atau 
dikenali Masjid 

Bandar tersergam 
indaindah deh denganngan rek reka a
bentuk yang unik.

ja!dalam masa sehari sahaj

eracunAda apa di perigi be ?
berlegarPertanyaan itu sering 

amai. dalam kalangan orang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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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ishasil ramuan beberapa je
g diisi getah dan miang rebung
bagai sehingga paras dagu 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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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U Hampar dikatakan satu tempat seorang dayang istana yang dipancung kepalanya.

betapa peritnya jika seseorang 
dihukum.

Asalnya, telaga itu dipercayai 
berada di hadapan pokok besar 
berdekatan tempat letak kereta 
Muzium Permainan yang 
dikambus pada pertengahan 
tahun 1977. Telaga yang ada 
pada hari ini dikatakan telah 
dibina semula pada tahun 1985.

Melihat anak bulan di 
rumah api

Ia turut dikenali sebagai 
Rumah Api Altingsburg. Ia dibina 
pada tahun 1907 dan beroperasi 
secara rasminya pada tahun 
1910.

Ketinggian Rumah Api 
mencecah 25.3 meter (m) dari 
dasar laut dan 27m dari darat 
dengan sinaran lampunya 
mampu memancar sehingga 56 
kilometer (km). Di lokasi itulah 
menjadi tempat melihat anak 
bulan Ramadan dan Syawal 
setiap tahun. 

Salasilah unik Meriam 
Penggawa

Nama asalnya ialah Petoi Boga 
yang membawa maksud Puteri 
Putih. Meriam tersebut telah 
dijumpai di makam bekas Sultan 
Selangor di tebing Sungai Buluh, 
12km ke selatan Kuala Selangor 
pada 23 September 1966. Ia 
sentiasa dibalut dengan kain 
kuning.

Meriam itu turut dikatakan 
pernah meletup dua kali setiap 
kali Hari Pertabalan Sultan. 
Letupannya boleh didengari 
hingga ke Sabak Bernam!

Batu Hampar 
Ia terletak di tengah pintu 

masuk Kota Melawati. Mengikut 
sejarah dari zaman ke zaman, 
Batu Hampar dikatakan berasal 
daripada batu tambatan bahtera. 

Batu berukuran 0.25 x 0.5 
meter persegi itu dikatakan 
pernah menjadi tempat seorang 
dayang istana yang dipancung 
kepalanya. 

Beliau didakwa telah berzina 
hingga sultan menjadi murka. 
Darahnya dikatakan disimbah di 
sekitar Kota Malawati sebagai 
pengajaran kepada rakyat agar 

tidak melakukan perbuatan 
terkutuk itu lagi. 

Selepas kejadian tersebut, 
dikatakan sebatang pokok yang 
terletak berhampiran dengan 
batu hampar itu akan berdarah 
sekiranya ditoreh seolah-olah 
gara-gara terkena sumpahan 
akibat hukuman tersebut. 
Cubalah lihat dan 
menyaksikannya sendiri!

Istana Bandar
Memasuki hari kedua, 

rombongan dibawa ke daerah 
Kuala Langat yang tersimpan 
sejarah indah.

Penulis berpeluang menjelajah 
ke Istana Bandar yang terletak 
tidak berapa jauh dari Masjid 
Bandar atau dikenali sebagai 
Masjid Ala'eddin, Kampung 
Bandar, Jugra. 

Nama sebenar istana itu ialah 
Istana Ala'eddin. Istimewanya ia 
dibina secara berperingkat 
semasa pemerintahan Almarhum 
Sultan Selangor Ke-5 Sultan Sir 
Ala'eddin Sulaiman Shah Al-Haj 
Ibni Almarhum Raja Muda Musa 
yang memerintah selama 40 
tahun (1898-1938). 

Ia dikenali sebagai Istana 40 
Bilik kerana di dalamnya terdapat 
40 bilik. Istana dua tingkat itu 
dibina di atas tanah seluas 5.2 

hektar. 
Bahagian tengah terdapat dua 

tingkat mengandungi empat bilik 
iaitu bilik beradu, bilik mengadap, 
bilik tetamu diraja dan tempat 
bersemayam. 

Sememangnya Istana Bandar 
salah sebuah istana tercantik dari 
segi seni binaannya. Struktur 
istana Raja Melayu tertua dan 
masih dalam reka bentuknya 
yang asal itu mendapat sentuhan 
elemen Moorish India pada 
hiasan dan genting bumbung. 

Pengaruh Cina dan Barat pula 
terdapat pada bentuk tiang, 
hiasan tingkap, jenis pintu dan 
sistem binaan. Namun seni bina 
istana tersebut masih 
mengekalkan ragam hias dan 
karakter rumah Melayu bumbung 
limas. 

Istana itu pernah dijadikan 
pusat tahfiz dan Pusat Kraftangan 
Daerah, namun kembali 
dikosongkan pada tahun 2006. 

Masjid Diraja Sultan 
Suleiman

Masjid Diraja Sultan Suleiman 
yang terletak di Jalan Kota Raja, 
Kampung Jawa, Klang dibina 
pada tahun 1932 merupakan satu 
lagi daya tarikan. Istimewa 
pembinaannya adalah 
bersempena pengisytiharan 

Klang sebagai pusat pentadbiran 
Selangor. 

Ia adalah satu pemberian 
daripada kerajaan British kepada 
Sultan Sir Alaeddin Sulaiman 
Shah, Sultan Selangor yang ke-5. 
Perasmian masjid itu telah 
disempurnakan oleh baginda 
Sultan pada tahun 1934 dan ia 
dikenali dengan nama Masjid 
Suleiman Jamiur Rahmah.

Masjid itu pernah dijadikan 

Masjid Selangor sehinggalah 
terbinanya Masjid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di 
Shah Alam. Sekarang ia 
dimasyhurkan sebagai Masjid 
Diraja Sultan Suleiman, Klang.

Kedudukannya bersebelahan 
dengan Istana Selangor, Istana 
Alam Shah dan Kolej Islam Sultan 
Alam Shah yang dahulunya 
termasuk dalam pekarangan 
Istana. 

Di dalam masjid itu juga 
terdapat satu daripada tiga 
makam Diraja Selangor iaitu 
Makam Diraja Klang.

Seni binanya menggabungkan 
konsep Western Art Deco dan 
Neo-Classical yang direka 
Penolong Arkitek Kanan Selangor, 
Leofric Kesteven dengan 
pengaruh seni bina dunia Islam 
sebagaimana dikehendaki Sultan 
Ala’eddin Suleiman Shah.

SEBAHAGIAN 
meriam yang 
dipacak di atas 
Bukit Melawati.

BUKIT Melawati yang 
menjadi tempat sultan 

bersemayam dan 
berkumpul bersama 

tetamu istana.

MAKAM Sultan Abdul Samad yang terletak di atas Bukit Jugra, Kuala Langat.

PERIGI beracun 
menyimpan 

pelbagai cer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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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BONGAN media yang mengikuti Selangor Royal Trail FAM bergambar kena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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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Y FOR RAIN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is on.high alert 
in the monsoon season 
and has prepared a map 
showing the hotspots 
where flooding is likely. 
>4 

Geared up to tackle monsoon 
MPSJ's command centre will monitor hotspots and provide assistance when needed 
By BRENDA CH'NG 
brenda@thestar.com.my 

PLANS are in place for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s (MPSJ) 
Squad Pantas (emergency 
response squad) to face the North-
East monsoon season. 

All their officers are on 24-hour 
standby at their command centre 
to provide immediate assistance 
for floods, landslides and fires, 
said MPSJ president Noraini 
Roslan. 

She attended a meeting with the 
Squad Pantas team at the MPSJ 
headquarters and inspected some 
of the equipment that would be 
used during rescue operations. 

The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comprises 16 officers who are 
based at the command centre, 
where they will monitor all areas 
under the municipality, including 
Subang Jaya, Seri Kembangan and 
Serdang. 

If the need arises, they will also 
be assisted by officers from the 

engineering, landscape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s who 
will provide expertise and equip-
ment. 

"There is a map at the command 
centre that shows all the hotspots, 
based on the trend for the past 10 
years, and pinpoints exactly 
where flooding usually happens 
during this season. 

"The map will flash and notify 
those on duty if there is a flood or 
landslide, and our team can 
search the nearest route and pro-

vide immediate assistance on site," 
said Noriaini, who added that they 
had identified 19 flood hotspots, 
including four major ones. 

"Serdang is one of the hotspots 
as it is a low-lying area and water 
flows in from Kajang and the 
PLUS Highway into Sungai Kuyoh, 
which is in desperate need of an 
upgrade," she said. 

Noraini added that the river 
needed to be widened and deep-
ened to accomodate heavy rainfall 
and they were looking into build-

ing a lake near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UPM) to tackle flash 
floods. 

"We are still in discussion with 
UPM on this," she said. 

Other hotspots include the 
Damasara-Puchong Expressway 
and USJ 8. 

MPSJ will open 13 halls and 51 
community centres to house flood 
victims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For details or to report natural 
disasters, call MPSJ's call centre at 
03-8024 7700. 

Noraini (centre) checking some of the items prepared by Squad Pantas at their headquarters for 
the monsoon season. - Photos: LOW BOON TAT/The Star 

Enforcement 
and Squad 
Pantas officers 
monitoring the 
map to check on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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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arket for change 
While some Selayang Baru traders are happy with their new business space, others 
are not so pleased as they feel the building needs to be fixed. They want their 
concerns addressed and have even brought the matter to Suhakam's attention. >2&3 

Only about 70% of traders have moved to the new market. Pasar Warisan Selayang Baru had been operating at an open-air site for close to five dec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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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n out kinks at new facility9 

Traders want MPS to fix wiring, lifts and build proper rubbish disposal area 

Some traders are adopting a 'wait and see' attitude before deciding whether to do business at the new market. - Photos: CHRISTINA LOW/The Star 

By CHRISTINA LOW 
christinalow@thestar.com.my 

IT HAS BEEN a month since 
traders at Pasar Moden Selayang 
Baru moved into a new building, 
not far from the old market. 

However, only 300 were given 
lots in the new building out of 400-
odd traders. 

StarMetro visited the new mar-
ket and found only 70% of traders 
had moved in while others were 
undecided whether to set up shop. 

There are more than 170 lots at 
the ground floor for dry food and 
perishable items such as vege-
tables, meat and seafood at the 
new facility in Jalan 9, Selayang 
Baru. There is also a separate area 
for non-halal products. 

"My new lot is much smaller and 
it is far away from other traders," 
said Lee Kim Chor, 56, who sells 
dry food. 

Lee, whose lot is in the non-halal 

area, said he used to get customers 
of all races but since moving to the 
new space, he has lost some of 
them. 

"The only non-halal item at my 
stall is pork balls. 

"How are my customers going to 
find me here, especially those who 
don't eat pork?" he asked, adding 
that the lot was three times smaller 
than his stall at the old market, 
Pasar Warisan Selayang Baru. 

Multiple problems 
Another trader, Muhammad Sajad 
Hussain Basir, said the new build-
ing was not safe with faulty electri-
cal wiring and drainage problems 
which have yet to be fixed. 

"The lifts are also not working. 
We have no choice. If we decline a 
lot here, we will have to find a new 
trading spot elsewhere," he said. 

Traders said the building was 
built more than a decade ago but it 

was left empty, resulting in the lifts 
and electrical wiring being vandal-
ised over the years. 

The traders said they did not 
know why the building was left 
empty for so long and why its 
opening was delayed by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The building was in a neglected 
state with overgrown grass all over 
the place. 

"A few months ago, we received 
a letter informing us that we were 
to move to the building. 

"We were shocked to learn that 
MPS wanted us to move there 
when the building is not in good 
condition," said Salamiah Din who 
felt the local council should not 
have rushed traders to the new 
building without ensuring it was 
ready. 

A majority of traders inter-
viewed also want MPS to build a 
proper rubbish disposal area and 
ensure no illegal traders are 

allowed to do business outside the 
building. 

More traders than lots 
Not all the traders were offered-
places. Food operator Koh Gaik Lan 
has decided to call it quits after 
failing to get a lot at the building. 

The 72-year-old said she, togeth-
er with some other stall operators, 
were not given lots at the new mar-
ket. 

"I feel sad because I have to close 
my stall after operating for close to 
20 years but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retire," said Koh who inns the 
business with her husband. 

She said MPS offered them a lot 
at a different housing area but they 
declined as it was too far and most 
of their regular customers would 
not have gone there. 

Not all traders are against the 
move — some see it as an opportu-
nity to trade in a more comfortable 

The old market site has been lef t empty after traders moved out to the new building 200m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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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floor of the building with lots allocated for food operators is 
deserted. 

Some stall operators from the old market did not receive lots at the new building. 

place, giving them the chance to 
attract younger shoppers. 

Vegetable seller Jamiah Aton said 
the new premises had proper roof-
ing and electricity. 

"We have been trading at the 
open market for more than 40 
years. I feel it is time we moved to 
a better spot," she said. 

Jamiah agreed that her lot was 
smaller but said she would work 
with the space given. 

"The only downside to the move 
is that I would not be trading next 
to other vegetable sellers," said the 
63-year-old from Sungai Buloh who 
is now located among those selling 
fish and meat. 

During the drawing of lots, she 
said MPS did not separate the wet 
and dry food sellers. 

"My customers may not be able 
to find me as my stall is next to a 
fishmonger. It is going to be 
confusing for those looking for 
their regular traders," she said, 
adding that MPS should have been 
-more organised in the relocation. 

On the first floor are lots for 
businesses selling clothes, 
household items, shoes as well as 
food stalls. 

"It is good here as we have a roof 
and we can run our business even 
on rainy days," said T-shirt seller 
Kurnia Budi Mohamad Saat. 

He hoped the group of dissatis-
fied traders who have yet to move 
in, would eventually occupy their 
lots. 

"They are worried that no one 
will come but if the traders don't 
open their stalls, how will 
customers appear?" he asked. 

Flexible trading hours 
Kurnia Budi said MPS was flexible 
about their trading hours. 

He said previously traders oper-
ated until noon but at the new 
building, they could continue sell-
ing their wares until evening. 

Poultry seller Yap Chow Wen 
said he was positive that the move 
would benefit everyone. 

"At the old market, we had to 
put up large umbrellas but here 
we have a roof and customers can 
shop with ease," he said, adding 
that most old-timers had been 
given lots at the new place. 

Both floors have restroom 
facilities but repair works were 
still ongoing while the vandalised 
lifts have yet to be fixed. 

A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developer, who was monitoring 
the repair works, said the lifts 
were in working order when the 
building was initially completed. 

"It was abandoned for a long 

time and it may take some time 
before we can fix it as it will be 
very costly," he said. 

The new market's S40 parking 
bays, located on four floors, will be 
operated by MPS. 

"For the first three months, 
visitors do not have to pay parking 
fees while traders are exempted 
from paying rent," said the 
representative who declined to be 
named. 

The old market site, also on 
lalan 9, has been boarded up. 
Almost all the stall operators have 
moved out except for a handful of 
traders who were operating near-
by. 

Last week, several traders hand-
ed a memorandum to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Malaysia's 
(Suhakam) office in Kuala Lumpur, 
containing a list of demands which 
they want the developer and 
authorities to address. 

Among the demands were 
alternative trading sites for those 
who were unable to get lots at the 
new market as well as compensa-
tion for traders whose businesses 
were disrupted due to the 
relocation process. 

The old market was located on a 
9.8ha plot and had a futsal court, 
food court and had an area for 
stalls. 

T-shirt seller Kurnia Budi says he will work with the smaller space given. 

mm.s 
''SSWMs 

The covered carpark at the new building will be run by 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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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measures to achieve smart city status 
By VIJENTHI NAIR 
vijenthi@thestar.com.my 

CYBERJAYA stakeholders and 
developers as well as Sep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epang) 
staff attended a town hall to dis-
cuss the city's direction towards 
achieving its smart and low carbon 
status by 2025. 

It was facilitated by International 
Green Training Centre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smail 
Abdullah. 

He said it was important to 
measure every step in the industry 
to manage it better. 

"Every aspect of carbon emission 
needs to be measured, from utili-
ties and employee travel to waste 
disposal. Only when you have the 
data, will you be able to see areas 
that can be trimmed for better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Besides that, the exact needs 
must be determined before setting 
a budget and sticking to it. 

Companies can encourage better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practices 
by stating the required standard in 
detail in tender documents. 

"All valuation must take into 
account its life-cycle costs," he said.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and MPSepang president 
Mohd Fauzi Mohd Yatim launched 
the session and MPSepan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uidelines and i-Sepang mobile 
app. 

Fauzi said although they knew of 
many sustainable initiatives taken 
independently by stakeholders and 
developers, it was important to 
have a standard guideline to 
ensure efficient services by the 
council. 

"The initiatives must be recog-
nised in the form of incentives," he 
said. 

Fauzi explained that this w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Smart City and 
Low Carbon Cyberjaya Action Plan 
2025 launched in November 2017 

Amirudin (sixth from left) and stakeholders showing posters stating that Cyber 1 in Cyberjaya was awarded the 
Diamond rating at the Low Carbon Cities Framework Programme. 

and the many "Smart and Low 
Carbon City" orientated projects 
implemented last year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by 40% by 2030. 

Fauzi said the guidelines were 
applicable to all areas under the 

council's jurisdiction. 
Cyber 1 in Cyberjaya was 

also awarded the Diamond 
rating under the Low Carbon 
Cities Framework Programme 
by Malaysian Green Technology 

Corporation. 
"This proves that we are commit-

ted to working towards a smart, 
green and low carbon city and con-
tinuing to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in 
Sepang," said Fau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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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ndslip on a hillslope in Section 16, Petaling Jaya. 

MBPJ will issue notice compelling 
landowner to repair landslip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will issue a notice to the 
property owner whose land was 
affected by soil erosion in Section 
16. 

A city council spokesman said 
the notice would compel the land 
owner to take necessary precau-
tions to stop the landslip from 
worsening. 

In the past week, the hillslope 
on the privately owned land fac-

ing Menara Star in Phileo 
Damansara 2 was affected by soil 
erosion. 

Workers in the commercial area 
worried for their safety as the 
landslip was left unattended. 

The landslip caused soil at the 
affected area to be exposed to the 
elements. 

A Section 16 resident said she 
saw several MBPJ officers 
checking on the erosion using a 

drone over the weekend. 
"The landslip happened at the 

back portion of a vacant bunga-
low," she said. 

It was reported that soil erosion 
was spotted behind a house in 
Jalan 16/9 and worsened over the 
following days because of heavy 
rain. 

Motorists want the area covered 
with canvas as a temporary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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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政府改朝换代了第3届，想当初对州政 

府有的期待，不晓得有没有经过岁月的 
磨练，逐渐变得冷漠？

从前在民联第一次执政的时代，是一片新 
景象，有免费水，有免费购物券，还有许多 
的惠民政策，记得许多人民都赞不绝口的。

之后有过了两届大选，大臣也换了两人， 
民间怨言反而更多。

撇开说在阿兹敏阿里领导时代说要解决的 
垃圾的问题，今天的垃圾问题依旧，有的商 
业区，甚至是超过20年都没来清理过阻塞的 

沟渠。
那理由来来去去也一样，如地方政府的预算有限， 

人们的态度也是关键，所以，垃圾和沟渠卫生，在过 
去11年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善？

在希盟执政期间，最常见的，还有断水问题，如果 
是为了提升水管逼不得已需要关闭滤水站，继而展开 
有时间表的断水，人们可能还没那么气。

但多少次了，常常都有所谓河流污染而引发的断 
水，让人措手不及，那是谁的错？

不管是严重的卫生问题，断水问题，还是一些属于 
社区性的问题，如巴刹搬迁，都足以挑起人们的情 
绪。

之前新启用的士拉央答鲁新巴刹因设备不完善，甚 
至连升降机也没有安装，就把小贩们迁入，小贩求助 
无门，引起学运关注，拔刀相助，协助小贩向大马人 
权委员会作出投诉，要求调查问题。

为了市议会会允许只有临时入伙证的建筑启用？小 
贩所担心的安全问题不是没有根据的，作为地方政 
府，也该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切记，人民才是老板，若不想“捞”，下次大选就 
让老板换血呗！

請
聆
聽
人
民
的
心
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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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財政預算案

餞等沿

根据雪州大臣办公室 
发布文告，这分财政预 
算案，雪州政府将把重 
点放在5个领域，分别 

是经济、教育、安全、 
卫生和社会等。

(莎阿南29日讯）雪州的2020年财政预 文告说，这也是符

算案于11月1日下午4时宣读，民众受促浏合民众的要求，在这之前所进行的民意调 
览mirudinshari.com，以获得财政预算案查中，要求雪州政府把焦点放在房屋、教 

的最新宣布。 育、安全和卫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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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至2018年的骨痛热症数据， 

2015年是骨痛热症最高的时期，一年内就 

已有12万836宗骨痛热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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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10萬9010宗骨痛熱症

佔逾半

3

郭貞

(吉隆坡29日訊）雪州骨痛热 

症数据高居不下，截至10月28 

日，在全国10万9010宗骨痛热症 

同时，根据骨痛热症报告，从2000 
年至2018年，2015年是骨痛热症最高 
的时期，一年内就已有12万836宗骨痛 

热症的发生。

骨痛熱症數據

州属
在10月28日发 

生的骨痛热症

从2018年12月30 

日至2019年10月 

28日的骨痛热症

iBd---- 120,000
aooo

骨
痛
熱
症
數
據

日，在全国10万9010宗骨痛热症 

中，超过半数即是高达6万221宗 

是来自于雪州。

据《中国报》了解，最近频下雨， 
雪州多区也传出有骨痛热症的病例发 
生，让雪州的骨痛热症数据处在高居 
不下。

根据来自卫生部的骨痛热症网站， 
雪州已连续10个月在全国的骨痛热症 
榜中排列于榜首，也比全国12个和3个 

直辖区的骨痛热症的总和还要高。
截至10月28日，全国已累积的骨痛 

热症数已达10万9010宗，其中的6万 
牟阜亦奇朴|

4隆坡是以1°万2493宗排列于第2， 
接下来则是柔佛以9231宗排于第3位。

在10月28日，全国总共有189宗骨痛 

热症的发生的，单单是在雪州就已有 
82宗，柔佛和吉隆坡分别是20宗和18

yjN 〇

从今年的1月1日至10月19日，因骨 
痛热症死亡的人数已达153宗。

隆1萬2493宗排第2

在进入第43周即是至10月27日，骨 
痛热症疫情已超过30天的地区总共有 
104个，总共有88个是位于雪州，T个 

是位于吉隆坡，其余的则是在砂拉 
越、槟城、吉兰丹和森美兰州。

位于雪州八打灵县，位于第13区的 
柏兰岭公寓（Pangsapuri Perdana) 
的骨痛热症已在当地持续了193天；在 
八打灵县的PJS 6的帝沙孟达里（Desa 
Mentari)组屋的第1、2和3座组屋， 
骨痛热症在当地已持续了 149天。

另外，在乌鲁冷县的安邦新城 
(Bandar Baru Ampang)的斯里尼南 

组屋，骨痛热症在当地也持续了 12T 
天。

在雪州的88个骨痛热症黑区中，31 
个是在八打灵县，22个是在乌鲁冷岳 
及21个是在鹅唛县，其余的是在巴 

生 瓜雪和乌雪〇

'在雪州，已^138S个地区已有骨痛

柔佛 20宗 9231 宗

吉打 4宗 1423 宗

吉兰丹 17宗 5052 宗

马六甲 3宗 1793 宗

森美兰 5宗 1941 宗

彭亨 11宗 2200 宗

霹雳 4宗 2592 宗

玻璃市 0宗 263宗

槟城 10宗 3819 宗

沙巴 8宗 4465宗

砂拉越 6宗 1986 宗

雪州 82宗 6万221宗

登嘉楼 1宗 510宗

吉隆坡 18宗 1万2493宗

纳闽 0宗 34宗

布城 0宗 987宗

总数 189宗 10万9010宗

热症的发生；在吉隆坡发生骨痛热症的 
地区则是有23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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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适耕庄29日讯）雪州民 
主行动党大港港口支部与双 
溪班占支部今日联合发表文 
告指出，该行2支部一致支持 

“捍卫言论自由”，并大力 
支持民主行动党中委兼双溪 
比力州议员的言论与行动。

他们联席召开记者会时指 
出，民主行动党资深党员兼 
双溪比力区州议员刘天球忠 
诚为党付出，在国阵执政时 
期2 0 0 8年拿下雪州政权时出

任过雪州行政议员，更是马 
不停蹄助选的民主行动党斗 
'士。

“根据媒体报道，行动党 
中委刘天球最近撰文炮轰首 
相敦马哈迪，更表明希盟无 
需土团也可以组成政府。但 
此话一出即引起许多土团党 
领袖枰击，连火箭也要把他 
交到纪律委员会。”

雪州民主行动党大港港口 
支部与双溪班占支部于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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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水倒流淹入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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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柿后裔刘来发（左4)移交模型支票给福灵宫理事会，由廖书慧（左5起）及蔡伟杰 

见证。

(乌雪29日讯）乌雪国会议员 

廖书慧期待福灵宫文物馆的落 
成，能进一步带动双文丹区的旅 
游和商业活动。

她说，万挠绕道的开放使用， 
带动双文丹区及乌雪一带的旅游 
和餐饮业，促进乌雪县的发展。

“福灵宫文物馆落成后，除了 
记载华裔南来马来半岛的辛勤史 
实，及传承华人信仰、风俗和文 
化，相信能带动双文丹旅游业和 
商业活动。”

她曰前出席双文丹福灵宫于曰 
前庆祝创庙150周年平安晚宴上致 

词时，如是指出。
她也赞扬福灵宫是雪州境内少 

数保持得较完好的百年古庙。她 
说双文丹好山好水，人杰地灵， 
成功栽培出许多优秀人才，尤其 
是近年庙务活动获得许多年青人 
参与，难能可贵。

出席者包括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的代表蔡伟杰州议员、福 
灵宫文物馆赞助人何加利夫妇及 
永久名誉会长拿督黄金钟夫妇、 
福灵宫早期侨领刘柿后裔刘来发 
等，场面热闹。

大会主席，也是双文丹福建会 
馆会长何荣水致词说，福灵宫供 
奉闽南地方神明广泽尊王，也称

为郭圣王或圣王公，袓庙设于中 
国福建南安凤山寺已有1〇〇〇年历 
史。

他说，袓辈口述福灵宫早期建 
庙于双文丹河畔，后来于1899年 

获得英政府宪报颁布神庙现址为 
福灵宫庙保留地，乃从双文丹河 
畔迁庙至市区现址建新庙，迄今 
已有120年之久，是名符其实百年 

老庙，见证双文丹发展与变迁。

籌備文物館軟體設備

他说，福灵宫经历数次修复美 
化，1980年起设立教育基金常年 

颁发教育奖助学金，举行常年新 
春施赠贫老，2014年设立文物展 

览厅，两年前获得商业俊秀何加 
利赞助200万令吉，筹建楼高两层 

半新文物馆，如今硬体设备即将 
竣工，工委会正在筹备文物馆软 
体设备。

他感谢邓章钦重视本庙的建 
设，除了亲临视察，每年皆批准 
拨款协助本庙。

他也指该庙近期庙顶有多处漏 
水，同时发现梁柱遭受白蚁侵 
蚀，因此庙庆后将展开维修工 
作，希望获得各界热心人士捐助 
维修经费。

I 

| 
撥 
款 
5
萬

[5雪 州行政议员拿
督邓章钦的代 

表，也是万挠区州议 
员蔡伟杰致词时说， 
双文丹的社区和庙会 
活动获得许多年青人 
参与，积极栽培年青 
人成为社团组织的接 
班人，值得表扬。

他也代表拿督邓章 
钦宣布拨款5万令吉 

给福灵宫文物馆。
席间，大会恭请国 

州议员及热心赞助人 
举行联合擂鼓及亮灯 
仪式，并恭请文物 

馆赞助人何加利夫妇主持 
文物馆吉祥物“福狮”和 

“灵龙”的推展礼。大会 
也呈献二十四节令鼓、舞 
龙舞狮、燃放烟花、孔明 
灯、祈愿树、莲花传灯等 
节目。

筹委会主席林成砝致谢 
词，感谢会馆三机构理 
事，义工团，青团运等各 
单位积极协助筹备工作， 
也感恩热心善男信女慷慨 
捐助经费。

■热心人士为福灵宫150周年进行联合亮灯仪式，前排左起为白咏凤、林诗栋、陈金牛、拿汀斯里黄丽 
珠、卓美芳、何加利、林成砝、廖书慧、蔡伟杰、何荣水、刘来发、拿督黄金钟、拿汀严春玉、何益 

成、卜九福、颜玉荣、温慧珍及王茂银。 P press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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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耕庄29日讯）适耕挖掘树洞，齐心合力种下〗52棵树苗。

庄旅游发展协会联合各单 “狐狸尾无需太费心管理，后续的修剪

位“绿动适耕庄”，在成本较低，加上如今适逢雨季，预计这批
市区范围栽种152棵狐狸 

尾，让渔米之乡不只被稻 

田环绕，市区也有绿意盎

然白勺自#美景。

‘、适耕罜£脖发展协会主席黄瑞林指出， 

为了提高民众的环保醒觉意识，协会此前 
也成立了绿动环保小组，参与各式环保回 

收或植树活动，这次“绿动适耕庄”则是 

希望绿化适耕庄市区。

他指出，此活动除了获得雪州行政议员 
许来贤拨款2万令吉，也获得热心商家赞 

肋树苗，沙白安南县议会也出动神手帮忙

小树苗很快能长成一片青葱的绿园，为适 

耕庄市区増添一抹绿色美景。”

他曰前出席“绿动适耕庄”的植树活动 

时，如此表示，出席者包括沙白安南县议 

会主席法益袓、县议员梁建弗、颜健荣与 

诺苏丽夏，适耕庄旅游发展协会秘书颜进

颜k升补充，完成适耕庄市区的植树计 
划后，接下来希望到A村、海口渔村和热 

浪沙滩展开绿化计划，若有任何商家或非 

政府组织愿意联合主办或赞助活动，绝对 

无任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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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別日讯）雪州水供管理公 
司因需要紧急更换阀零件（闸阀） 
(injap (Sluice Valve))工程，鹏 

唛县120地区和吉隆坡5T个地区，从明 
晚（31日）9时开始，将面对23小时 

的水供中断情况，受影响用户共11万 
9630。

根据该公司发布的文告，因甲洞园 
丘（KEPOXG ESTATE)泵水房严重漏 

水，以致一项更换阀零件（闸阀）工 
程必须要紧急进行，以免情况恶化造 
成净水供应受到影响。

文告说，在工程进行时，从星期四 
晚上9时至星期五晚上8时，水供将中 
断23个小时，水供预计于星期五（11 
月1日）晚上8时后恢复。

文告指出，在上述时段，受到影响 
的地区主要是在鹅唛县的120个地区和 
吉隆坡的57个地区，受影响的用户总 
共有11万9630个，将会面对短暂的水 

供中断。

近12萬用戶受影響

该公司劝告受影响地区的用户们也 
受促提早做出储存水供的准备，以在 
水供中断期间有水可使用。

该公司也将会派发水槽罗厘前往情 
况严重及紧急需要水供的地区。

该公司将会加速更换零件的工程，确保水供能如期的 
恢复，降低水供中断对用户所造成的影响。

用户们可以联络客户热线15300，或者是查阅手机应 
用程序“Air Selangor ”或网站 
www.ai rselangor • com.，以了解最新的水供资讯。
用户也可以通过WhatsApp发送紧急讯息至019-281 

6793 或者 019-280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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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泉••八打靈需要新華小

■八打灵发展华小工委会举办八打灵国中华文进修班结业礼活动，获得多位嘉宾、学生及家长的出席。

黃思漢：蒲種增建2新華小

“通日內會有好消息

$金泉说，八打灵县共 
+有23间华小，学生 
人数介于2000多至4000多 

人，对于一间学校而言， 
有关学生人数太过拥挤。

他说，学校的学生人数 
太过多，也将影响到学生 
的学习和学习环境，八 
打灵县目前还是需要新华 
小，以应对居民们对于华 

小的需求。

他指出，在政府之前宣 
布的建校计划中，蒲种将 
増建2间华小，而本查阿 

南一带也将会有一间新华

小，这将有助于疏缓当地 
一些华小的学生人数太多 
的情况。

捐款21國中華文學會

他说，在八打灵县，只 
有一间公教中学是属于国 
民型中学，其余的都是国 

民中学，有大约80至90% 

的学生是进入国民中学就 
读。

°他指出，该工委会之前 
也举行了筹款活动，也捐 
款予该县21间国中的华文 

学会。

他说，八打灵发展华小 
工委会开设八打灵国中华 
文进修班已17年，目前在 
该县内已拥有5间中心， 

让来自国中的初一至初五 
的学生能进修华文科，尤 
其是没有开班华文班的中 
学。
1 ° “我们在去年也开设了 
中国文学让，也让有兴趣 
的学生也能修讀中国文 
学，也感谢学生及家长 
们的支持，坚持学习母 
语。”

(梳邦再也29日訊）雪 

州行政议员黃思汉指出， 

在蒲种增建2所新华小一 

事，将在近日内会有好消 

息，即有望于近期内进行

动工。

黄思汉也是行动党金銮区州 
议员，他说，前朝国阵政府时 
其月所宣布的10+6间华小计划， 

将于近期内陆续有好消息， 
会分阶段的进行。

他说，其中有两间是位于蒲 
种一带，分别是位于金銮镇第 
5区的朱运兴华小（新増）及 
蒲种乌达玛花园的培民华小 
(搬迁华小）。
他指出，这两所华小已在进

行图测申请手续中，相信将有 
望于近期内进行动土的仪式。

对于这两所华小的兴建工程 
是否有望于今年内展开时，他 
没有说明有关日期，并表明有 
关动土则要视其申请的进度而 
定。

進行圖測申請手續中

他说，不管对于蒲种达玛花 
园或金銮镇第5区一带，这两 

所华小是当地迫切需要的，即 
使当地附近一带有一些华小 
例如蒲种乌达玛花园一带有新 
明华小和汉民华小，金銮镇附 
近一带有黎明华小、沙登岭华 
小、益智华小、深静（哈古

乐）华小等，但都面对学生人 
数太多及爆满的情况。

“一旦这两间新华小竣工 
后，将能够容纳更多学生，也 
能应付居民们对于华小的需 
求〇，，

k思汉出席八打灵国中华文 
进修班结业礼活动后，如是指
LjJ 〇

i也说，至于其他在i〇+6间的 

新建和搬迁的华小，由于之前 
只是处在于“宣布”阶段，没 
有进一步的进度，因此在希盟 
政府执政中之后，已重新成立 
建委会，由新建委会进行申请 
程序。

他指出，一旦建委会开始向 
地方政府等单位提呈申请时，

地方政府和雪州政府将会给予 
支持和配合，确保建校工程能 
顺利进行和尽早竣工，以应付 
居民们需求。”

“有关兴建工程的经费，会 
由中央政府和发展商出资兴 
建，无须向华社和民众筹募建 
校费用，但如果有商家、发展 
商或热爱华文教育人士愿意捐 
助较大笔款项的建校基金也是 
无妨。”

其也出席者计有八打灵发展 
华小工委会主席陈国郁、署理 
主席李金泉、深静华小董事长 
高祥威、汉民华小董事长拿督 
罗文森、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 
友泰、国中华文进修班主任杨 
应喜等。

■八打灵发展华小工委会颁奖予在大马教育文凭的华文和中国文学中考获特优的学 
生，后左2是林主栲、陈詻绅、尤荣顺、彭永香、罗文森、李金泉、黄思汉、陈国 

郁、杨应喜和高祥威。

祥威••掌握多言

高
祥威说，掌握多一种 
语文包括华文在内， 

在未来也将会是一个优 
势。

他说，在大马，对于华 
裔而言，母语就是中文， 
除了小学学习中文，也有

人也置疑为何在踏入中学 
之后还需要学习中文。

他指出，随著中文在国 
际上被广泛的使用，能掌 
握更多语文，在竞争的环 
境中面对挑战时更俱有优 
势。

他说，根据2019年社交 

网络使用媒介语，英文是 
25.2%，而华文是19.3%, 
而印尼及马来文是3.9%。

“大马华裔除了掌握华 
文，也熟悉马来文，在社 
交网络媒介语中就占了 
23%，对于大马华裔而含也 

是一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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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建筑图测料于今年底提呈于安邦再 

也市议会寻求批准。

该庙总务黄郁清指出，该礼堂建筑费用 
估计需60万令吉，过去3年该庙陆续筹获30 

余万令吉，尚差约一半资金。不过，该庙 

准备边筹边建，以早日完成此计划。

他相信在图测批准后，会有更多热心人 

士捐肋此计划。

他昨晚在该庙配合六壬仙师千秋宝诞， 
举行一项派送米粮福品及红包予65岁及以 

上长者的敬老活动上，如是指出。该活动

馆，并有秩序地坐在塑胶椅上等待仪式 

进行。

过后，该庙主席邓启仁，率领多名派 

一发福品及红包。受邀嘉宾包括黎潍 

福、安邦再也市议员蔡耀宗、郭纬界、 

雪州行政议员哈妮查代表陈俊健、莲花 

苑选区协调员吕荣发、前雪州行政议员 

依斯干达代表李书桢及安邦新村村长代 

表林加伦均协助派福品活动。该庙理事 

陈新发、刘天聪、交际魏国栓及中文书 

孔素梅及其他理事都在场。

黎濰福=獲禮券長者勿嫌少
#花苑区州议员黎潍福 

A促请有资格领取雪州 

政府惠民计划一 100令吉生 

曰购物礼券的乐龄人士勿 

嫌钱少，因为这是此计划 

实施的第一年，以后可能 

会増加。

他说，这些长者们应耐 

心等待，因为州政府今年 
给100令吉，明年及后年可 

能増至200令吉及300令吉 

也说不定，一切视州政府 

能力而定。

雪州政府于5月盒布取 

消乐龄亲善抚恤基金计划 
(SMUE)，并将该计划改 

为根据有关已有名额的申 

请者每年生日月份，获得 

100令吉购物礼券。

该抚恤计划原本在有关 

人士往生后，家属可获 
2500令吉。现在此计划改 

为这些长者在世时每年可 

获100令吉礼券俊，有些人 

又嫌少，要求派多一点。

黎潍褶指出，由于改变 

地址或其他原因，导致难 

以联络，原本应在9月份领 

取购物礼券的人数不多， 

只有总数的30余巴仙长者 

领取到购物礼券。他促请 

尚未领到购物券的长者至 

蕉赖六福园其办事处查 

询

5也说，至于有领取政府 
生活援助金（BSH)的人 

士，欲查询关于是否有资 
格申请Peka 40计划下的

■黎潍猖（左2)与邓启仁（左3)派发米粮与红包绐长者，左为 

李书桢。

医疗器材事宜，也可到其办事处 

进行，办公时间早上10时至下午6 

时。在该计划下，申请者每年可

申请不超过价值2万令吉的医疗器 

材。

安邦新村伏英館六壬仙師廟

获得各界善信与商家大力支持，总共派 
发450份米粮福品，另每名长者获一个红 

包。

建庙宇，可申请到5万令吉拨款。

在施赠老活动上，早前登记的长者在 
下午5、6时，即已抵达安邦新村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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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挠29日讯） 

随著民众反对将引 
发出入不便，鹅唛 
工程局将在万挠市 
区FT01公路中间的 

分界堤开辟路口。 
据了解，鹅唛工程局昨晚在万 

挠市区的F T 01公路设立分界堤， 

即从万挽士拉央市议会分行至万 
烧珍珠坊（Rawang Mutiara)，

长约300公尺。

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今日前往 
该路段巡视后说，工程局之前在 
该路段进行准备工作，引发许多 
居民担忧，他上星期六接获居民 
投诉。

他指出，据他们了解，工程局 
承包商昨晚，在万挠士拉央市议 
会分行至万烧珍珠坊（Rawang 

Mutiara)的路段，设立一条长约

.一，
■随著分界堤的设立，对于沿途的路口造成影响，车辆无法转往对 
向车道。

300公尺的分界提。
他说，该路双向有4条车道， 

沿路有许多商店，也有许多车辆 
要从大路转入商业区或从商业区 
转出该路段，平常交通流量相当
局〇

他说，当局在上述路段设立分 
界堤，主要因为之前接到一些公 
路使用者投诉发生交通意外，当 
局基于安全考量才设立分界堤。

他说，该分界堤没有任何路 
口，以致沿路商店受影响，路过 
车辆无法转入对面商业区，必须 
兜大圈转回头。

他说，他也认为该路段设立分 
界堤不适合，让商家和居民们面 
对交通不便的情况。

“随著今曰和工程局官员巡视 
之后，当局答应今日开辟3个路 

口，让商家、公众及居民们能进 
出商业区。”

他说，工程局也将研究加强该 
路段的安全措施，包括设立更多 
指示牌和増设路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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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29 

日訊）梳邦再也 

市议会成立“紧 

急天灾管理委员 

会”，以应对东 

北季候风所带来 

的各种天灾，如 

突发水灾或土 

崩。

梳邦再也市议会 

主席诺莱妮指出，’雪州政府规定各地方政 
府必须设立雪州快速行动队（PANTAS) 24 

小时候命，该市议会也有一支由16位成员 

组成的行动队，并配合天灾管理委员会， 
再増加15位自愿人士及6位后备成员，全 

面戒备东北季候风带来的风雨。

她说，据我国气像局预测，东北季候风 
将从下月初开始至2020年3月结束，估计 

会有多场暴风雨发生，尤其雪州11月降雨 
量平均有250至450毫米，有必要提前做好 

准备防范及应对水灾或其他天灾发生。

她今早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说，除了行动 

队做好戒备，当局也准备各种所需机械， 

以在接获紧急救助电话时，可迅速地反

梳邦再也市會設管委會

應對天_
“我们已指示其他小组随时支援救援 

队，例如执法组可指挥交通、园艺组出动 
云梯、工程组注意排洪等，我们也有13个 

礼堂及51个民众会堂，随时为灾民提供临 

时居所。”

禮堂提供臨時居所

她说，雨季除了担忧水灾发生外，他们 

也担心斜坡可能也面对泥土流失，有必要 

提前好准备。
她也呼吁居住在水灾黑区的居民，作好 

防范及听从指示。

出席者有梳邦再也市议会副主席朱古纳 
因及公关组副主任阿法利扎等人。

■雪州11月降雨量平均250至 
450毫米，有必要提前做好准 

备防范及应对天灾发生。

(档案照）

■梳邦再也指挥中心时刻关注黑区的情况。

監督19水災黑區

梳
邦再也市议会根据过去10 
年数据观察，已圈定19个 

水灾黑区，全面监督。
诺莱妮说，尽管已圈定19个 

黑区，不过较易发生的只有 

两、H区，因为有的雨水从他 

处流来。

“无论如何，梳邦再也市议 

会指挥中心会把该些地区列入 

观察及备有卫星地图，一旦降 

雨量高即会发生警告，行动队 

会快速查看位置图，从最近的 

道路前往支援。”

询及较常发生水灾的地区， 

诺莱妮指出，沙登由于地势

低，常会有雨水从南 

一带流入，加上一旁 

大道，往往会导致当 

小及国小发生水灾。

“沙登区有必要再 

河及再増一个防洪池 

水问题，市议会目前 

拉大学讨论，希望可 

増建一座防洪池。” 

她说，常淹水的白 

主要是山上的雨水往 
致，而USJ 8区的排 

接往巴生，但下雨巴 

急，造成排水沟的水 

流放而淹水。

援
装
备
的
准
备
。

■
阿
法
利
扎

(

前
左
起

)
陪
同
诺
莱
妮
及
朱
古
纳
因
查
看
各
种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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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9 (安邦29日讯）安邦美华花 

园出现为数约10人的蚊子脚车 

■圍■党，夜间在大马路上玩命“飙 
!■!车”耍杂技，置生死于度外。

上述脚车党飙车过程，约3日前遭路人 
拍下并放上社交媒体，同时也标记了莲花 

苑区州议员黎潍娼及安邦再也市议员作出投诉。
黎潍福指出，据拍摄视频者所述，事发地点是六哩村至美华花 

园一带，他在接获投诉后，也到上述地点查看。
“我昨天下午6时15分左右，驾车到事发地点一带，发现已经

有一班年龄10余岁的孩子，带著蚊子脚车 
在聚会o ”

1他今°日针对此事前往安邦再也警区总部 
报案时说，他会告知警方有关资料，希望 
警方派出便衣警员调查，并取缔蚊子脚车 
党。

騎士摔倒受傷

他说，上述视频中拍摄时路面湿滑，而 
其中一名骑士还不慎摔倒在路上受伤。

“拍摄视频者当时去援助，还捡到了该 
伤者的身分证，发现对方年仅15岁。”

他指出，蚊子脚车是经过改装没有刹 
车，是很不安全，更甚的是这班人还要在 
大马路上飙车。
' 们追求°刺激但是却罔顾他人，万一

出事的话，自己会出现伤亡，同时也连累 
其他驾驶者面对法律诉讼。”

他说，2年前在柔佛发生的“8少年脚车 

骑士遭撞死案”中，车主就被提控，所幸 
昨曰被判无罪释放。

陪同报案者包括安邦再也市议员蔡耀 
宗、市议员郭纬界、莲花苑区投诉部秦任 
丘建生、黎潍福特别助理费道斯。

■___________

■黎潍福（左3)到警局针对蚊子脚车党事件报案。左起为费道斯、丘建生、蔡耀宗及郭纬界。

腳車阃廢題園團顆
1 #潍福说，警方有权力没收蚊子脚车， 
O同时也能够向孩子的家长发出罚票。

“这问题很严重，因此我希望报案，让 
警方采取行动去取缔这类事件。”

他说，蚊子脚车党多是中学生，他希望 
家长们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勿让他们做 
出玩命之举。

他说，除了在莲花苑外，他也曾在皇冠 
城、加影等地发现有蚊子脚车党，不过不 
懂得是否同一班人。

另外，蔡耀宗说，若公众发现蚊子脚车 
党，第一时间应该是向警方报案，而不是 
拍摄视频。

“在发现飙车时，就应该直接通知警 
方，交给警方处理。”

他指出，安邦区的居民可以拨打安邦再 
也警方行动室的号码投报（03-42524866)

放子H蓽黨

路人拍上網■州議員報案

地
點
：安
邦
美
華
花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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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是150令吉，包括住宿、 

瞎食、资料手册、保险和 
证书等，3人行享有特别优 
惠，营费是每人120令吉。

详情请联络颜老师 
( 012-346 0903)或陈 

老师（ 017-631 4280 )

或浏览全民学习辅导教 
育学会脸书https :// 
www.facebook.com/ 
lfamalaysia

■特能控股科 

学家赖康辉。

全民學習輔導教育學會

聯辦青少年鼸培訓營
(梳邦再也29日讯）全 

民学习辅导教育学会与梳 
邦再也市议会第10区居委 
会于11月29日至12月1日， 
联办“潜能无限2.0”第二 

届青少年潜能培训营。
该3天2夜培训营的营会 

地点是在雪兰莪蒲种Dewan 
Serbaguna MPSJ, Jalan 
Belatuk，对象是50位13 - 

I7岁的青少年。
全民学习辅导教育学会 

将尝试透过该营会激发青 
少年的各种潜能，包括想

像力、创意、探索、准确 
地理解、感受、表达、选 
择、勇敢和智慧，以让青 
少年本身能确认自己的价 
值，对自己有正面评价。

营会也邀请到独中公民 
教育老师黄翠妮、特能控 
股科学家赖康辉，及拥有 
超过25年的身心灵导师兼 

心理治疗师林月萍导师。
有兴趣者可在网上报名

http://tiny.cc/0fstcz 
。报名截止日期为11月17 

曰（星期日）。培训营收

黄
翠
妮
。

■
独
中
公
民
教
育
老
师

导
师
。

■
心
理
治
疗
师
林
月
萍

Page 1 of 1

30 Oct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7
Printed Size: 22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339.62 • Item ID: MY003771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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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思漢：申請圖測中

蒲種2新華小快動工
(首邦市29日讯）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透露，前朝国阵政府时期所宣布的10 + 6 

间华小计划，将于近期内陆续有好消息， 

并会分阶段进行，其中有两间是位于蒲种 

一带，分别是位于金銮镇第5区的朱运兴 

华小（新增）及蒲种乌达玛花园的培民华 

小（搬迁华小），即有望于近期内进行动

工〇

,Mil U

■黄思汉说，金 

銮镇第5区的朱 

运兴华小及蒲种 

乌达玛花园的培 

民华小，相信将 

有望于近期内进 
行动土仪式。

也是行动党金銮区州议员的黄思汉 

说，这两所分别是位于金銮镇第5区的 
朱运兴华小（新增）及蒲种乌达玛花 

园的培民华小（搬迁华小），已在进 

行图测申请手续中，相信将有望于近 

期内进行动土仪式。

对于这两所华小的兴建工程是否有 

望于今年内展开，黄思汉没有说明有 

关曰期，并表明有关动土则要视其申 

请的进度而定。

黄思汉出席八打灵国中华文进修班 

结业礼活动后说，不管对于蒲种达玛 

花园或金銮镇第5区一带，这两所华小 

是当地迫切需要的，即使当地附近一 
带有一些华小例如蒲种乌达玛花园一 

带有新明华小和汉民华小，金銮镇附 

近一带有黎明华小、沙登岭华小、益 
智华小、深静（哈古乐）华小等，但 

都面对学生人数太多及爆满的情况。

他指出，一旦这两间新华小竣工

后，将能够容纳更多学生，也能应付 

居民们对于华小的需求。
他说，至于其他在10+6间的新建 

和搬迁的华小，由于之前只是处在于 

“宣布”阶段，没有进一步的进度， 
因此在希盟政府执政中之后，已重新 

成立建委会，由新建委会进行申请程 

序。一旦建委会开始向地方政府等单 

位提呈申请时，地方政府和雪州政府 

将会给予支持和配合，确保建校工程 

能顺利进行和尽早竣工，以应付居民 

们需求。

10+6计划重新成立建委会

黄思汉透露，有关兴建工程的经 

费，会由中央政府和发展商出资兴 

建，无须向华社和民众筹募建校费 

用，但如果有商家、发展商或热爱华 

文教育人士愿意捐助较大笔款项的建 

校基金也是无妨。

出席八打灵国中华文进修班结业礼 

活动者计有八打灵发展华小工委会主 

席陈国郁、署理主席李金泉、深静华 

小董事长高祥威、汉民华小董事长拿 

督罗文森、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友 
泰、国中华文进修班主任杨应喜等。 

(TSI )

胃t祥威说，掌握 
fpq 多一种语文包

#
括华文在内，在未 

来会是一个优势。 

他指出，随著中文 
^在国际上被广泛的 

• 使用，能掌握更多 

语文，在竞争的环 

I境中面对挑战时更 

俱有优势。
盟 他说，根据2019 

苹年社交网络使用 
TT媒介语，英文是 
X 25.2%，而华文是 

^ JU 19.3%，而印尼及马 
ft来文是3.9%。

“大马华裔除了 

f 掌握华文，也熟悉 

勢马来文，在社交网 

刀络媒介语中就占了 
23%，对于大马华裔而言也 

是一种优势。”

靈縣華小人數過多

李金泉：影響學習環境

李
:金泉说，八打灵县共 

•有23间华小，学生 

人数介于2000多至4000多 

人，对于一间学校而言， 

有关学生人数太过拥挤， 

并指学校的学生人数太过 

多，也将影响到学生的学 
习和学习环境。

他强调，八打灵县目前 

还是需要新华小，以应对 

居民们对干华小的需求。

_他指出，在政府之前宣 

布的建校计划中，蒲种将 

增建2间华小，而本查阿 

南一带也将会有一间新华 

小，这将有助于疏缓当地 
一些华小的学生人数太多

的情况。“就好比梳邦新 
村华小，校地面积不到2英 

亩，但学生人数却有2000 

多位。”

李金泉说，如果政府在 

学生人数太过多的地区兴 

建华小，将有助于平均学 

生的人数来源。

仅一公教中学属华中

他说，在八打灵县，只 

有一间公教中学是属干国 
民型中学，其余的都是国 

民中学，有大约80至90% 

的学生是进入国民中学就 

读0

他指出，该工委会之前

也举行筹款活动，也捐款 

予该县21间国中的华文学 

会。
“国中华文学会不只是 

学习华文，也是传流中华 

文化，华社及热爱华文教 
育人士也应给予国中华文 

学会支持。”

他说，八打灵发展华小 

工委会开设八打灵国中华 
文进修班已17年，目前在 

该县内已拥有5间中心， 

让来自国中的初一至初五 

的学生能进修华文科，尤 

其是没有开班华文班的中 
学。

“我们在去年也开设中 

国文学让，也让有兴趣的 

学生也能修請中国文学， 
也感谢学生及家长们的 
支持，坚持学习母语。”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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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雨季来临，情况就 

变得更加严重，也造成 

商家诸多不便。为此> 

刘有福谴责当地市议员 

对该区的民生问题不闻 

不问，甚至大部分商家 

也不认识该名市议员， 

遇上问题时不知道该向 

谁投诉，才会找上他进 

行投诉。

他强调，他将协助商 

家向梳邦再也市议会投 

诉，要求派员前来巡视 

及清理沟渠，他也会持 

续跟进此事。
他也呼吁当地商民需 

合作，保护该区的卫生 

环境，不要再随意丢垃 
圾 ° ( TSI )

3年來未清理

蒲種工業區溝渠飄臭
(蒲种29日讯）居民 

投诉，过去3年，位于 

蒲种乌达玛（Puchong 
Utama )工业区乌达玛 

2/1路的沟渠未清理， 

各式垃圾与油渣堆满沟 

渠，造成沟渠严重阻 

塞，逢大雨必满溢出
〇

马华蒲种金銮区服务 

中心主任刘有福接获当 

地商家投诉后，今曰偕 

同媒体前去该区进行巡 

视。
—名58岁的商家卢贵 

成（58岁）投诉说，他 

在蒲种乌达玛工业区营 
业23年，一直以来都 

看见有清洁人员定期清 

理沟渠，然而在这三年 

里，却没再看见有人过 

来清理沟渠。

“由于店铺楼上大部 
分单位都让外劳租住， 

而他们的卫生意识也 

很差，很多垃圾都随处 
丢，加上沟渠久未清 

理，导致该区的卫生越 

来越差，鼠患问题也日 

趋严重。”

他为，商家都有按时 

缴税，因此希望梳邦再 

也市议会派员前来进行 

清理工作.，而该区的沟 

渠若有获得定期清理， 
绝对可以改善鼠患问 

题。

另外，刘有福说，他 
发现该区的沟渠多年未 

清理，不仅被大量垃圾 

所阻塞，还发现死老鼠 

的踪迹，久而久之则散 

发出一股臭味，多少影 

响了商家的生意。

他指出，由于沟渠已 

阻塞，每当下大雨时渠 

水都会满溢出来，尤其

示
，
他
会
向
当
局
反
映
，
并
会
要
求
派
员
清
理
。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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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池水闸阀抢修

鹅麦隆区近12万户制水
(吉隆坡29日讯）甲洞园丘蓄

水池水闸阀急需更换，将在明 

晚9时展开抢修，估计鹅麦县 

及吉隆坡区有120个地区共11 

万9630户头的水供受影响。 

水供会在抢修工作完成后

恢复，预计会在11月1 R晚 

上8时恢复正常供应-

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司今 

午发表文告指出，由于该水闸 

阀的损坏已造成严重的漏水， 

有必要即时采取行动，避免不

必要的事情发生，影响用户的 

水供服务。

该公R]提醒用户做好准 

备，该公司也会准备水槽车到 

需要的地区派水。

洋情可拨打热线15300， 

或通过官网 WWW • airselangoi.. com 

查询制水区名单，也可 

WliatsApp 至 019-281 6793 或 

019-280 0919 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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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中途接棒是常态
日前，人民公正党署理 

主席兼经济部tC阿兹敏再次 

主张敦马哈迪医生完成一届 

首相任期，他说中途接棒为 

首相是“后门政府”，而且 

所谓交棒给安华也仅是希盟

的一•种精神和共识0

紧接着，伊斯兰党宣称全体伊党国会议员支持阿兹敏的意 

见，部分巫统议员也随声附和说敦马应该做满5年首相，他们说 

中途交棒将导致政局不稳定。

反对党“支持”敦马做满5年任期是别有居心，因为敦马倘 

若小i中途交棒，198个区部（90%)签名支持安华的公正党肯定 

不能接受，希盟政府必定W此宣告散伙，巫伊联盟就趁虚而人， 

或将联合土著团结党和阿兹敏派系议员组联合政府，巫伊乃可绕 

过选民，走后门登上执政台，大马的选举制度也因而成为举世之 

笑柄。

ii听途说
罗汉洲■时事评论员

“金匮之盟”不容反悔

换言之，反对党人支持敦马做满5年任期是要希盟内乱的离 

间计，是他们为了攫取政权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

至于阿兹敏要敦马做满一届任期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道的事，只N他与安华之内斗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或希望借 

敦马之力走向权力高峰，但敦马月前在土耳其接受该国国际新闻 

频道“TRT World”访问时，斩钉截铁强调无论发生什么事，他 

都会坚守承诺，将首相职位交给安华。

敦马在世人面前作了这番谈话后，阿兹敏似乎有“五日京 

兆”的恐慌，可能还寝食难安。但公正党总秘书，也是国内贸消 

部长的赛弗丁却说，他保管着由所有希盟党主席，包括敦马哈迪 

医生和慕尤丁签署的文件正本，这文件收藏在保险箱里。

果真如此，这是现代版的“金匮之盟”，不容反悔，以阿兹 

敏在党内的地位，他必定知道这事，但仍不断鼓励马哈迪做满5 

年从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手中接过首相职位，敦拉萨于1976 

年病故，胡先翁接棒为相，马哈迪于1981年接棒为第四任首 

相，敦马在2003年把棒子交给阿都拉，后者又在2009把相位交 

给纳吉，尽都是中途交棒接棒，似乎已成惯例，从未闻“后门政 

府”之说，也从未有政局不稳定的事，阿兹敏和反讨党的“理 

由”，是别有居心。

好吧，我们假设阿兹敏突然忘记多任首相中途接棒的事吧， 

但对他自己亲历的中途接棒事件总不会忘记吧？那就是2014 

年，他从原任雪兰莪州务大臣卡立手中接过棒子，荣任雪州务大 

臣，令到卡立悻悻然而去，请问尊贵的阿兹敏部氏，对这椿在当 

年轰动全国的中途接棒事件，你怎么说？

如果没话可说，那么敦马履约，中途把相位交给安华又有何 

不妥？

敏在党内的地位，他必定知道这事，但仍不断鼓励马哈迪做满5 

年首相。

阿兹敏也是“过来人”

平心而论，竭尽所能以保荣华富贵也是人之常情，但阿兹敏 

竟说半途接棒是“后门政府”，可就+知所云了。

事实是我国从第二任首相开始都是中途接棒，敦拉萨于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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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海洋关口计划

雪纖4500万开发水上经济
(莎阿南29日讯）雪州政府拨 

款4500万令吉作为推动雪州 

海洋关口计划（Selangor 

Mari lime Gateway，简称： 

SMG)第一期工程，以进行净 

化河流、改善水质及振兴城市 

项0，未来的新发展项0则欢 

迎私人领域参与投资。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 

有关净化河流工作于4年前开 

始推动，涵盖巴生河净化丁 

程，河道治理工作，如今第一 

期工程所获拨款将用于8个发 

展项0，0标是利用巴生河优 

势作为开发水上经济活动，以 

驱动州内经济增长。

涵盖净化巴生河

“由雪州大臣机构（MBI) 

子公司Landasan Lumayan私人 

有限公司推行的SMG计划， 

主要涵盖巴生河净化工程，河 

道治理以及振兴周边地区尤其 

巴生地区的工程，以成为社区 

活动和生态旅游景点，从而开 

发为永续发展景点，尤其设立 

统一平台及经商空间，改善雪 

州人民乃至国人的生活水平。

他今日出席为雪州海洋关 

口计划“开启海洋关口，创造 

美好明天”活动主持推介仪式 

时说，今天预示振兴巴生河计 

划的成果，巴生河经过4年恢 

复生态平衡的净化工程，如今 

也是时候迈向下一阶段发展， 

那就是创造一个具有包容性、

创新和永续的河流生态系统。

“根据计划，负责公司将 

于明年分阶段对外开放2项振 

兴城市项目，即巴生河畔石头 

公园及红树林休闲公园，同时 

也计划推出水上德十服务系 

统，在巴生河15公里的范围 

内运行，包拈连接上述两个规 

划的地点。”

他指出，初期计划是专注 

连接石头公园的3座码头，甘 

榜双溪昔烈的渔人码头及红树 

林休闲公园，此计划负责公司 

已和巴生港口渔民协会签署合 

作协议，也借此协助渔民创造 

新的收人来源及提升渔民经济 

福利。

“除此之外，振兴城市项 

0之一的文化村则尚未开展， 

其余大市集及直落卡巴斯振兴 

项目则会邀私人领域参与投 

资。”

西港也在今日活动中捐出 

20万令吉以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也是第一家支持这丁程的 

私人企业。

出席嘉宾还包括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限公n」主席兼 

雪州大臣机构总执行长拉惹沙 

林、该公R]董事经理赛夫阿兹 

孟、西港私人有限公R]总执行 

长李万达、行政议员许来贤、 

依兹汉、雪州大臣办公室经济 

与企业政务官莫哈末祖基菲、 

官员、私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 

代表。

或续用垃圾拦截浮台
雪州政府获荷兰非政府 

组织 The Ocean Cleanup 出手 

相助，提供一年免费使用垃 

圾拦截浮台，未来不排除考 

虑延续使用。

阿米鲁丁指该浮台造价 

350万令吉，目前全球只有两 

台，巴生河是继鹿特丹后第 

二个使用的地点。

“我们在大使馆引荐下，

将于下周一（11月4日）与浮 

台发明人会晤，不排除讨论 

继续使用以改善巴生河垃圾 

问题。”

该浮台今年8月在巴生河 

营运，主要处理废弃物，它 

用太阳能发电系统并且只需 

少量维持和保养，即使恶劣 

环境也能24小时半自动运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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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脚车党飙车过程， 

约3日前被路人摄录 

下来，并上载社交媒体，同时 

也标丨己莲花苑区州议员黎潍福 

及安邦再也市议员。

黎潍福指出’据拍摄视频 

者所述，事发地点是六哩村至 

美华花园一带，他接获投诉后 

也到上述地点查看。

“我昨天下午6时15分左 

右驾车到事发地点一带，发现 

已经有一批年龄10余岁的孩 

子，带着蚊子脚车在聚会。” 

他今日针对此事前往安邦 

再Hi警区总部报案时说，他会 

告知警方有义资料，希望警方 

派出便衣警员调查，并取缔蚊 

子脚车党。

滑倒摔伤

他说，上述视频中拍摄时 

路面湿滑，其中一名骑士还不 

慎摔倒在路上受伤。

“拍摄视频者当时去援 

助，还捡到了该伤者的身分 

证，发现对方年仅15岁” 

他指出，蚊子脚车是经过

黎潍福说，警方有权力没 

收违例的蚊子脚车，同时也能 

向孩子的家LC：开罚票。

“这问题很严重，因此我

改装，没有刹车器，很不安 

全，更甚的是，这群孩子还要 

在大马路上飙车。

“他们追求刺激但却罔顾 

本身及他人的安全，万一出 

事，不但木身或会有伤亡，同 

时也会连累其他公路使用者面 

对官司。”

希望报案，丨丨:警方采取行动去 

取缔这类事件。”

他说，蚊子脚车党成员多 

是中学生，他希望家长们给予

他说，2年前在柔佛发生 

的“ 8少年脚车骑士遭撞死案” 

中，车主就被控，所幸昨日被 

判无罪释放。

陪同报案者包拈安邦再也 

市议员蔡耀宗、市议员郭纬 

界、莲花苑区投诉部主任丘建 

生、黎潍福特別助理费道斯。

孩子更多关注，勿让他们作出 

玩命之举。

他说，除了莲花苑，他也 

曾在皇冠城、加影等地发现蚊 

子脚车党，不过，不晓得是否 

同一批人。

蔡耀宗说，若公众发现蚊 

子脚车党，第一时间应该是向 

警方报案，而不是拍摄视频|

“在发现有人飙车时，就 

应该直接通知警方，交给警方 

处理

他指出，安邦区的居民可 

以拨打安邦再也警方行动室的 

号码投报（03-4252 4866)

黎潍福（左三）到警局针对蚊子脚车党事件报案。左起费道 

斯、丘建生、蔡耀宗、郭纬界。

警可没收脚车开罚票

安邦出瓶命飙脚车党
(安邦29日讯）柔佛州2年前发生的“8少年脚车骑士被撞死事件”记忆犹新， 
安邦美华花园日前出现为数约10人的蚊子脚车党，夜间在大马路上玩命“飙车” 

耍杂技，置生死于度外。

公众与路人对上述年少的孩子飙车行为议论纷纷，为孩子们及其他公路使用 

者的安全或处境，感到担忧。

黎潍福报警促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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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发展华小工委会举办八打灵国中华文进修班结业礼活动，获得多位嘉宾、学生及家长 

的出席。

李金泉：23校皆逾2千人

灵县有必要増建华小
(蒲种29日讯）八打灵发展

华小工委会署理主席李金泉 

说，八打灵县共有23所华 

小，每所人数介于2000多至 

4000多学生，人数太过拥挤 

影响学生的学习，有必要再 

增建华小。

他指出，例如梳邦新村 

华小，校地面积不到2亩， 

但学生人数却达2000多位《 

若蒲种增建2所华小，而本 

查阿南一带将会有一所新华 

小，有助纾缓当地原华小学 

生人数太多的情况

县内仅一所华中

李金泉昨日出席八打灵 

国中华文进修班结业礼活动 

时这么说。其他出席嘉宾有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八打

灵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席陈国 

郁、深静华小董事K高祥 

威、汉民华小董事长拿督罗 

文森、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 

友泰，以及国中华文进修班 

主任杨应喜等。

他说，八打灵县只有一 

所公教中学是属于国民型中 

学，其余是国民中学，有大 

约80至90%的学生是进人国 

民中学就读。

办进修班鼓励学华文

他指出，该丁委会之前 

也举行筹款活动，捐款予该 

县21所国中的华文学会，支 

持华文学习及文化传承，希 

望大众也捐款支持。

他说，八打灵发展华小 

工委会开设八打灵国中华文

进修班已17年，目前在县内 

拥有5间中心，丨丨:来自国中 

的初^至初五的学生能进修 

华文科，尤其是没有开班华 

文班的中学。

尚祥威说，掌握多一■种 

语文包括华文，在未来是一 

个优势。

他说，随着中文在国际 

上被广泛使用，能掌握更多 

语文，在竞争环境中面对挑 

战时更具有优势。

他说，根据2019年社交 

网络使用媒介语，英文是 

25.2%，而华文是19.3%，而 

印尼及马来文是3.9%。

“大马华裔除掌握华文， 

也熟悉马来文，在社交网络 

媒介语中就占23%，对于大 

马华裔而言也是一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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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东北季候风暴风雨

■馳设防灾管委会
(梳邦再也29日）梳邦再也市议成立 

“紧急及天灾管理委员会”，以应对东 

北季候风所带来各种天灾，特别是突发 

水灾或土崩，并吁水灾黑区的居民做好 

防范准备。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指出，

雪州政府强制各地方政府必须设立雪州 

快速行动队” （PANTAS) ，24小时 

服务，该市议会也有一组由16位成员 

组成行动队，并配合委员会，再增加 

15位志愿人士及6位后备成员，全面 

戒备东北季候风带来的风雨。

莱妮说，据我国气象 

局预测，东北季候风 

从下月初开始至2020年3月 

结束，估计会有多场暴风雨发

生，尤其是雪州11月降雨量 

平均有250至450毫米，有必 

要提前做好准备防范及应对水 

灾或其他天灾发生。

她今早召开新闻发布会时 

说，除了行动队做好戒备外， 

也准备了各种所需机械，以便 

在接获紧急救助电话时，可快 

速的回应

“我们已指示其他小组随 

时支援救援队，例如执法组可 

指挥交通、园艺组出动云梯、 

工程组注意排洪等，而辖内也 

有13个礼堂及51个民众会 

堂，随时为灾民提供临时居 

所：”

她说，令人担优，季候风 

的转变除了有水灾发生，斜坡 

也易面对泥土侵蚀问题，有必 

要提前好准备，并呼吁黑区居 

民作好防范及听从指示。

出席者有梳邦再也市议会 

副主席朱古纳因及公关组副主 

任阿法利扎等人。

监督19水灾黑区
梳邦再也市议会据过去10 诺莱妮说，尽管如此，较 

年数据观察，已圈定19个水 易发生的地区只有两彐个，因 

灾黑区，全面监督。 为有些雨水从他处流来。

“梳邦再也市议会指挥中 

心把该些地区列人观察及备有 

卫星地图，一旦降雨量高即会 

发生警告，行动队会快速查看 

位置图，从最近的道路前往支 

援。，’

加深古腰河及增防洪池缓解雨水量
询及较常发生水灾的地 

区，诺莱妮指沙登由于地势 

低，常会有雨水从南部加影一 

带流入，加上一旁为新街场大 

道，往往会涉及当地一所华小 

及国小。

“沙登区有必要再加深古 

腰河及再增一防洪池来缓解雨 

水量。市议会目前正与博特拉 

大学讨论，希望可在该校地增 

建一座防洪池。”

她继说，梳邦再也及USJ

一带常淹水的白蒲大道，主要 

是山上的雨水往湖下冲所致。

USJ 8区的排水沟主要接 

往巴生河，惟下雨巴生河水湍 

急，造成排水沟的水无法顺畅 

排放而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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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29日讯）蒲种有望

再增两所新华小，估计近期内 

动工。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捎来 

好消息，指早前由前朝政府所 

宣布的10+6所华小计划，将 

于近期内陆续有好消息，会分 

阶段进行。

黄思汉也是行动党金銮区 

州议员，他昨R出席八打灵国 

中华文进修班结业礼活动时在 

记者会说，其中两所是位于蒲 

种金銮镇第5区的朱运兴华小 

(新增）及乌达玛花园的培民 

华小（迁校）。

政府与发展商出资

“这两所华小正在申请图 

测，相信有望于近期内展开动 

土仪式。”

对于这两所华小的兴建工 

程是否有望于今年内展开，他 

没说明R期，只表明得视上述 

申请进度而定。

他说，10+6所的新建和搬 

迁的华小早期只处于“宣布”

阶段，希盟政府执政后重新成 

立建委会，展开申请程序。

他说，无论是蒲种乌达玛 

花园或金銮镇第5区，都迫切 

需要华小，即使当地已有华 

小，但学生太多及常爆满。

“一旦这两所新华小竣工 

及启用，将能容纳更多学生， 

也能应付居民对华小需求。” 

黄思汉指出，兴建华小丁 

程费用将由中央政府和发展商

出资，无须向民众筹募，但若 

有商家或热爱华文教育人士愿 

捐助较大笔款项作为建校基金 

也无妨。

其也出席者有八打灵发展 

华小工委会主席陈国郁、署理 

主席李金泉、深静华小董事长 

高祥威、汉民华小董事长拿督 

罗文森、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 

友泰，以及国中华文进修班主 

任杨应喜等。

八打灵发展华小工委会颁奖予在大马教育文凭的华文和中国文学中考获特优的学生，后左二起林 

主栲、陈詫绅、尤荣顺、彭永香、罗文森、李金泉、黄思汉、陈国郁、杨应喜和高祥威。

黄思汉：或近期动工

雪州蒲种料增2新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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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智荣：避免罚更重
李明田、邓法波师父、副主席 

方大成与正炉主李贵缘等。

张公坛庆15周年

他日前代表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出席张公坛庆祝第 

15周年、张公圣君及众神佛寿 

诞千秋平安晚宴上致词时说，

市议会也特别于今年9月至12 大会颁发捐款给受惠团体，左起方大成、黄智荣、邱鼎财。右 

月提供商业罚单优惠折扣。 二起陈传安、黄东春及4名受惠团体代表。

商家谨记年杪前缴罚单
巴生商业罚单优惠

巴生市议会主席莫哈末雅 

昔日前指出，市议会将于9月 

1日起至12月31日提供商业 

罚单大优惠，罚款折扣最低为 

75令吉，最高则不超过400令 

吉0

他指出，凡在2000年至今 

拖欠巴生市议会的商业罚单， 

都可在此次优惠中取得折扣 

价。此次折扣优惠不包括涉及 

以下商业活动者，即网咖中 

心、按摩院、脚底按摩中心、 

娱乐中心及丁业活动等。

(巴生29日讯）巴生市议员黄

智荣提醒商家，由于政策更 

新，商家们务必于年杪缴清商 

业罚单及准时更新明年的商业 

执照，避免因延迟而被罚款。

他说，由于政策更新，明 

年的商业执照更新需于今年杪 

完成，否则将面对罚款，其 

中，在明年1月至3月才更新 

执照，就需额外缴付10%罚 

款，相对的，越迟更新罚款越 

局’最局罚额可达50%。

“根据政府新措施，商家 

也必须先缴还一切商业罚单， 

否则也无法获准更新执照。”

黄智荣强调，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的优惠。过了 12 

月后，商业罚单将恢復1000 

令吉罚款，希望大家在下个月 

就开始更新执照，从而避免挤 

在12月份才来排队缴付。

出席者包括圣淘沙区州议 

员古纳医生、该坛顾问兼巴生 

皇城道教联合会总会K:杨忠 

明、署理会长陈传安、该坛顾 

问拿督黄文源、尤进发、坛主

皇城道教联会凝聚神庙
巴生圣淘沙张公坛主席邱 

鼎财指出，神庙是华人社会中 

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习俗，在华 

社扮演举足轻重角色，不仅是 

人们精神寄托，也引导和宣扬 

向善道德价值观及鼓励更多人 

来行善。

他也感谢巴生皇城道教联

合会的成立，协助凝聚华人神 

庙力fi，盼彼此今后继续加强 

合作与相互支持，为社会人群 

尽一份绵力。

“在神诞的正日，也就是 

本月21日木坛进行布施巴生4 

个慈善I才丨体的仪式，受惠1才]体 

分别有巴生天缘道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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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巴生皇城道教联合会署理 

会长陈传安说，倘若国内每间 

神庙都能做到资助弱势群体善 

举，这将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庞 

大力量，希望张公坛理事在神 

诞庆典的慈善义举，能够得到 

大家看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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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投报热线

莎阿南市政厅 03-5510 5811/1800-88—4477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03-7954 2020

梳邦再也市议会 03-8024 7700

巴生市议会 03—3371 4404/1800-88-23826

雪邦市议会 03-8319 0200

安邦再也市议会 03-4296 8000/1800-22-8100

加影市议会 03-8737 7899/1-800—88-6755

士拉央市议会 03-6138 9898/1800-22-2677

乌雪县议会 03-6064 1331

瓜冷县议会 03-3187 2825/03-3187 8957

瓜雪县议会 03-3281 3939

沙白安南县议会 03-3224 1655

幸傾风
罾州备E应急防灾

监察辖区雨后 

各路段情况， 

包括土崩斜坡 

区也是关注地

区。 -邱继贤-

陈慧芸

吉隆坡29日讯|随著季风交 

替，雪州境内各地方政府应急小 

组（Pantas)准备就绪，应对随 

时可能发生的闪电水灾！

根据气象局预测，雪州近 

期平均降雨量，分别是240至360 

毫米、250至370毫米，以及200 

至300毫米，持续高降雨量，可 

能导致闪电水灾。

雪州各地方政府应急小组 

随时候命应对东北季风时期带 

来高降雨量，预计东北季风将从 

11月起持续至2020年3月。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 

妮指出，雪州11月平均降雨量 

会达到250毫米至450毫米，梳邦 

再也市议会应急中心将有16位 

官员全天候接听市民投报。

「梳邦再也辖区有19个水 

灾黑区，但降雨位置近期有转 

变，而会发生闪电水灾地区主要 

有2至3个黑区。」

诺莱妮今在市议会为37人 

组成应急大队主持推介，出席有 

副主席莫哈末朱古纳因、公关阿 

斯法利查。

她表示，梳邦再也水灾黑 

区高降雨水势源自南部一带、加 

影以及南北大道，水流流经古腰 

河朝往博特拉大学地区。

博大湖泊充汲水区

「市议会在这段期间正与 

博大抹讨’希望米纳眺邻博大的 

湖泊充当汲水区，以疏导水流向 

湖泊中，援解位于低洼区的沙登 

地带流水。」

诺莱妮指出，梳邦再也辖 

区的水灾黑区，计有沙登、USJ 

区以及梳邦再也，尤其是USJ8 

区，这是因为白蒲大道来自上 

游区的流水经过南部地带流向湖 

泊，而流向汇向巴生河时会经过 

USJ8 °

「高降雨量会因为强大水 

势导致水流疏导缓慢，而无法及 

时汇流入河中，梳邦再也区也可

地方政府.，应1勤J \组_准备就绪应 

对辖区1主_灾风险区施援工

孝爲哀朱古纳人-逆继贤

m 紗駆 1
梳邦再也市议会 沙登、USJ8区

八打灵再也市政局 千百家新村

瓜雪县议会 甘榜巴力马杭、再也史迪亚、甘榜丹绒暹

士拉央市议会 士拉央答鲁新村、万挠B27道路

能引发水灾。」

诺莱妮说，该中心捜集了 

过去10年水灾黑区资讯，一旦 

发出超雨量警报，指挥中心将展 

示应急捷径，让救援大队迅速前

往水灾黑区施援，包括土崩斜坡 

区也是关注地区。

市议会也鉴定13个礼堂以 

及1座民众会堂，充当临时安顿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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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9日讯|城市与郊

外地方政府辖区至少有1至3个 

水灾风险区，毗邻河流地带，地 

方领袖也已组成联络网以互通报 

水灾讯息。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梁启靖 

指出，八打灵千百家新村先后在 

去年11月与今年10月9日发生水 

灾，源自白沙罗汇流至卡尤阿拉 

河水量超出50毫米，达到降雨量 

105毫米风险水位。

地方领袖组联络网互通讯息
「地方领袖包括村长吸取 

经验也已组成联络网以互通报水 

灾讯息，水利灌溉局近期取得30 

万拨款，于10月4日平缓卡尤阿 

拉河床以助疏导水流。」

他说，由于千百家新村民 

众会堂也曾水灾，市政局已鉴定 

Sunway Mas或SS3作为安顿中心。

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指 

出，毗邻双溪乌当河的吉隆坡边 

界士拉央荅鲁新村于设2015年 

有过滤闸隔开垃圾，惟雨量大， 

当地旧产业排水基设相互不连贯 

引发排水倒流，士拉央荅鲁新村 

仍然是水灾黑区。

「我们也有探讨当地排水

情况，以疏导排水，而常引发水 

灾的万挠B27道路也需整顿。」 

瓜雪县议员林炳南指出， 

东北季风降雨量高，急风骤 

雨，低洼重灾区甘榜巴力马杭 

(Parit Mahang )、再也史迪 

亚（Jaya Setla )、甘榜丹绒暹 

(Kg Tg Siam )是水灾黑区。

「水流无法及时排去，毗 

邻丹绒暹的甘榜阿沙汉去年杪设 

抽水，今年情况改善没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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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海洋关口首期工程

4500万河流净化和复苏
莎阿南2 9日讯|雪州政

府斥资4500万令吉，作为雪州 

海洋关口（ Selangor Maritime 

Gateway )第一期工程的河流净化 

和复苏工程的辅助金。未来的振 

兴项目将寻求私人企业，以官联 

合作方式注资或协助州政府配合 

进行。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雪 

州海洋关口计划是由雪州大臣机 

构名下子公司Landasan Lumayan 

私人有限公司负责，当中首要2个 

振兴项目计划将在明年落实，包 

括巴生河畔石头公园和红树林休 

闲公园。

他指出，首3个振兴项目当 

中，文化村其实尚未展开，未来 

将推动的振兴项目’包括大市集 

和直落卡帕斯（Telok Kapas )发 

展计划。

他强调，整个雪州海洋关口 

第一期工程的目的，主要是清理 

河流垃圾，并复苏整个巴生河畔 

的环境生态系统。第二、希望能 

够推动和发挥巴生河流的经济效 

益。第三，希望巴生河未来可作 

为净水来源之一。

他透露，有关计划也获得 

荷兰非政府组织The Ocean Clean

Up的协助，免费提供使用垃圾拦 

截浮台协助清理巴生河水质。有 

关设备造价约350万令吉，目前全 

世界仅有两台，一台在荷兰鹿特 

丹，另一台于今年8月中，已在巴 

生河进行资料搜集与清理工作。

阿米鲁丁于今天下午，在莎 

阿南会展中心为雪州大臣机构子 

公司LLSB的雪州海洋关口计划主 

持推介仪式，在新闻发布会上作

出上述宣布0

同时，西港私人有限公司为 

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阿米鲁 

丁的见证下，于现场捐出20万令 

吉作为支持有关计划。

出席嘉宾还包括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限公司主席兼雪 

州大臣机构总执行长拉惹沙林， 

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经理赛夫阿兹孟，西港私人 

有限公司总执行长李万达、行政 

议员许来贤，、依兹汉及雪州大 

臣办公室经济与企业政务官莫哈 

末祖基菲等。

阿米鲁丁（左2)出席雪州海洋关口计划推介礼。左为塞夫阿 

兹孟，右起为依兹汉和拉惹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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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班命安邦出现!SfflE备第
安邦29日讯|安邦地区惊现「蚊子脚车党」，入夜后骑乘改 

装脚车高速行驶在公路上，危险动作无不令人捏一把冷汗！

黎潍福（左3)周二在其特别助理费尔遒斯（左起）、莲花苑 

公共投诉服务局主任丘建生、蔡耀宗以及安邦市议员郭纬界 

陪同下，针对当地出现「蚊子脚车党」危害公路安全，前往 

安邦再也警区报警。

曰前面子书的一个专页流传 

一群巫裔少年，疑似在大马路上 

飙脚车的视频。视频中可见，蚊 

子脚车的骑乘速度极快，甚至超 

过路上摩哆。有者更直线趴在脚 

车上，双手摊开，脱离把手，危 

险动作引起当地人局度关 >主。

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猖证实，

疑似未成年少年，在安邦一 

带进行舰脚车活动，期间一 

些小骑士竟呈直线趴在脚车 

上，画面险象环生！

该视频的事发地点是发生在其选 

区内的美华花园。有关视频于2曰 

有ij在面子书上流传。他亦称 > 早 

在半年前便陆续接获民众投诉， 

有指蚊型脚车骑士频频出没在车 

道上，且移动速度快，故猜测飙 

脚车活动已经活跃超过一年。

多数是中学生

「我昨晚6时1 5分左右到 

投诉地点巡视时，就看到他们 

(飙脚车党）成群在同一个地点 

standby (准备）。」

他说，参与该活动的少年平 

均每次会有5至12人，目测只有 

10余岁，大多数为未成年少年或 

是中学生。

「视频中，其中一名参与飙 

脚车的少年不慎翻车，所幸被途 

人救起！后者捡起该名少年的身 

份证，竟发现对方的出世年份为 

2004年，大有15岁左右。」 

他今日针对安邦当地出现 

「蚊子脚车党」一事，前往安邦

再也警区报警，如是指出。

黎潍褶表示，警方有权充公 

非法改装的蚊型脚车，以及对付 

未成年少年的父母。不过，他强 

调，家长有义务看管孩子的休闲 

活动，而警方也不该放纵有关活 

动，直到人命伤亡后方采取行动 

已太迟。

「（骑）脚车本来是一项好 

的休闲活动，但改装和飙脚车， 

让自己寻求刺激是一回事。此举 

会造成道路使用者不便，甚至还 

会危害自己的性命，导致其他人 

可能因此背上罪名。」

要求警方巡逻

他指出，在此之前，也曾在 

加影、皇冠城以及隆雪其它地区 

看过类似的非法活动，故将会要 

求警方安排便衣警察，在晚上6时 

左右到飙脚车的热门地点巡逻， 

并即时执法。

安邦市议员蔡耀宗则说，网 

民和居民一旦发生类似的非法活

动，应当立即向相关单位通报。 

例如致电到当地警方的行动室电 

话号码：03-42524866。

据了解，有关飙脚车活动 

位于安邦六里村至当地回教堂方 

向。由于该路段涉及一段斜坡， 

故成为飙脚车族集合地点。

另外，全国副警察总长拿督 

玛兹兰今早出席警队电子招募计 

划推介礼后表示，警方将会持续 

打击蚊子脚车党非法活动。

「为了社会大众各方的安

全著想，交通调查与执法组警方 

会持续打击这项活动（蚊子脚车 

党）。孩童因为年纪小，而没有 

意识到相关的安全问题，但父母 

应该知道这一点。」

当被询及警方是否会针对改 

装脚车而采取行动时，他说警方 

会针对各项违规彳T为米取彳T动’ 

也不排除警方会在经过研讨后， 

举办相关的座谈会以更新「蚊子 

脚车党」最新趋势，以及警方的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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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雪水灾疏散869灾黎
瓜拉雪兰莪29日讯|瓜雪

水灾情况未见改善。截至目前， 

当地共有869位灾黎被疏散至临 

时救灾中心。

其中的167户家庭共600位 

灾黎安顿至巴力马杭国中，16户 

家庭47位灾黎则安顿至再也史迪 

亚国中。

昨晚投入运作的依约国中 

临时救灾中心，则安顿49户家庭 

共72位灾黎，而巴桑安国中临时 

救灾中心也迁入50户人。

雪州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

今曰巡视临时救灾中心后表示， 

雪州福利局将派出12名辅导员在 

临时安顿中心支援灾黎。此外， 

非政府组织志工也将会陪伴安顿 

中心的孩童。

她表示，辅导员将会聆听 

灾黎心声，并以有益身心教育活 

动填补孩童入住临时安顿中心时 

期的空档，或让妇女参与运动和 

课程。

她说，雪州年降雨量迄今 

只是达到一半，各单位需准备就 

绪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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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動適耕莊”提高環保醒覺

市區種152棵“狐狸尾”
(适耕庄29日讯）适耕庄旅游发展协会联合各单位展开 

“绿动适耕庄”活动，在市区范围栽种152棵“狐狸尾”，让 

渔米之乡不只被稻田环绕，市区也有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

适耕庄旅游发展协会主席黄瑞林表示，为了提高民众的 

环保醒觉意识，协会此前也成立了绿动环保小组，参与各式 

环保回收或植树活动，这次“绿动适耕庄”则是希望绿化适 

耕庄市区。
他指出，此活动除了获得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拨款2万令 

吉，也获得热心商家赞助树苗，沙ft安南县议会也出动神手 
帮忙挖掘树洞，齐心合力种下152棵树苗。

“狐狸尾无需太费心管理，后续的修剪成本较低，加 

上如今适逢雨季，预计这批小树苗很快能长成…片青葱的绿 

园，为适耕庄市区增添•抹绿色美景。”

他日前出席“绿动适耕庄”的植树活动时，如此表示: 

出席者包括沙白安南县议会主席法益祖、县议员梁建弗、颜 

健荣、诺苏丽夏及适耕庄旅游发展协会秘书颜进升等。

黄瑞林（右起）与法益祖为“绿动适耕庄”的植树活动 

举行铲土开幕仪式。

同时，颜进升补充，完成适耕庄市区的植树计划后，接下 
来希望到A村、海口渔村及热浪沙滩展开绿化计划，若有任何 

商家或非政府组织愿意联合主办或赞助活动，无任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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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中）听取雪兰莪海上门户项目的净化及振兴巴生河落买阶H 

左一起为李万达、拉惹沙林及许来贤；右一起是祖基菲、赛夫及依兹汉。

雪大臣：首階段撥款4500萬SMG優先落實3項目
(沙亚南29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披露，州政府透过州务大臣机构拨给 

雪兰莪海上门户项目CSMG)第一期工 

程（2018至2022年）的4500万令吉拨款 

将用在3大项目，其余项目欢迎私人界 

以公私伙伴关系方式参与。
SMG优先落实的3大项n,为美化 

和提升巴生市区的河畔石头公园（彭佳 

兰峑都）、沿河红树林保育计划和设立 

文化村。

“太空船”拦阻漂浮垃圾

欢迎私企参与

阿米鲁丁今午在沙亚南会展中心 
(SACC )举行的雪兰莪海上门户项目 

推介礼及颁奖予振兴巴生岛屿设计概 

念比赛的大学得奖队伍后，在新闻发布 
会上指出，3大项目以外的振兴巴生河 

计划，如在河畔开发零售市集（Grand 

Bazar)和治理直落卡巴斯（Telok 

Kapas )等众多项目，则会欢迎私企- 

同参与，如邀请领养巴生河净化河流。

询及会否追加拨款治理和振兴巴生 
河，他笑称4500万令吉拨款尚有余额，

3大振兴项目处于正轨上，接下来的项 

目基于涉及土地事务，所以需耗时处 

理。

他透露，雪兰莪海上门户项目是时 
任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于2016年提出的 

概念，于2018年3月正式推介；不讳言 

项目前身是民联执政雪州时，时任大臣 

丹斯里卡立要净化巴生河的理念。

阿米鲁丁感到荣幸，目前浮在 

巴生河河面（毗邻巴生黄梨厂街） 

上，貌似“太空船”的拦截垃圾浮台 
(interceptor)，是荷兰政府与当地非 

政府组织The Ocean Cleanup,从今年8 

月起免费借给雪州政府为期一年，以拦 

阻巴生河漂浮垃圾尤其是塑料物的项 

目。
他透露，价值350万令吉的垃圾拦 

截浮台是仅有的两台，另一台在荷兰鹿 

特丹。过去两个月以来，拦截河面漂浮 

垃圾的效果相当显著，主要是进一步拦 

阻州政府目前安装在河面上的拦截网 
(Logboom)，因大雨时有垃圾溢出， 

而流向下游的“漏网之垃圾”、

“州政府会在租借期届满后，再向 

有关单位寻求延长使用。”

出席嘉宾有掌管雪州基本建设和公 

共设施、农业现代化及农基工业事务的 

行政议员依兹汉、掌管雪州环境、绿色 

工艺、科学、T艺、革新及消费人事务 

的行政议员许来贤、雪州大臣机构首席 

执行员拉惹沙林、雪州大臣办公室经济 

与企业政务官莫哈末祖基菲、负责雪兰 

莪海上门户项目的Lanrlasan Lumayan私 

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赛夫阿兹孟、及捐 

出20万令吉予SMG项目，作为企业社会 

责任的西港私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李 

万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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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29日讯）雪 

州政府将于本周五（11月1 
日）下午4时公布雪州2020 

年财政预算案，雪州子 

民可透过网上观看现场直 

播，获取第一手雪州预算 

案最新资讯。

雪州大臣办公室今日 

发文告指出，州政府之前 
已举办过5次研讨会，确保 

明年度财政预算案符合5大 

重点，分别为强化经济、 

教育、安全、社会问题及 

健康领域〇

文告说，政府著重的 

方向也符合公共民调，即 

民众要求州政府首要专注 

在房屋、教育、安全及健 

康领域。

届时，雪州子民可透 
过amimdinshari.com 收看现 

场直播，而媒体也透过该 

网站下载最新资讯。

雪
後
曰
呈
預
算
案
 

可
網
上
看
直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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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議員商政局

莊敏

(八打灵再也29日讯）行动党 

近期陷入多事之秋，备受“内忧外 

患”课题困扰，行动党将在本周四 

晚上举行国州议员汇报会，针对数 

项令选民不满的课题作出解释，并 

昤听基层意见，商讨应对方案。

除了今早有州议员因涉及淡米尔之虎 

而被控上庭，行动党最近还因另外两个课 

题而导致基层不满领导层选择沉默或对付

自身党员，即前党员 已辞去马中商务

理事会首席执行员职位的丘光耀作品《互

利共赢一带一路》漫両被列为禁书，以及 

双溪比力州议员刘天球因批评首相敦马哈 

迪而引发土团党攻击行动党，而行动党也 

决定将刘天球带上纪律委员会的课题。

多名行动党国会议员向星洲日报证 

实，这场汇报会将在本周四晚上8时于党 

总部举行。行动党在全国共有42名国会议 

员及101名州议员。

有国会议员表示，领导层并没有说明 

这场汇报会将谈及什么特定课题，只是党 

几个月举行一次的例常汇报会。

尽管盛传土团党及公正党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领导的公正党阵营正与 

反对党策划合作组成排除行动党及诚信党

的“纯马来政府”，但据本报了解，行动 

党领导层认为这样的部署无法成功。

不过，相信参与汇报会的国州议员也 

会提出对上述政治部署的担忧

一高层指是国议员晚宴

不过，有一名不愿具名的党高层则以 

短讯回应星洲日报：“没有汇报会，只是 

个国会议员晚宴，每一次的国会会议我们 

都会举行国会议员晚宴。”

然而，另一名后座国会议员则解释， 

每一次的国会会议的确都会举行国会议员 

午宴或晚宴，但根据国州议员们收到的通 

知，本周四的确是_ •场汇报会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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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认为， 

为了要从长远着手 

解决瓜雪县的水灾问 

题，州政府准备在上 

游双溪毛糯地区展开 

防洪项目招标丁作。

“该项目已在去 

年获批，若招标过程 

'切顺利，将可在两 

年内完工，相信届时 

可解决瓜雪县的水灾 

问题。”
截至昨午3时， 

有591名灾民从上周五 

(25日）起就被安顿 

在有关疏散中心。

河口置抽水泵 

应对大海潮

阿米鲁丁指出， 

为了让瓜雪县的洪水尽快消 
退，雪州水利灌溉局将在巴 

生地区的河口等处，安置好

阿米鲁丁（白衣者）慰问暂住在疏散中心内的水灾灾黎。

几架高马力的抽水栗，以做好面 

对沿海地区遭大海潮袭击的准 

备。

他披露，州政府也指示相关 

机构，如州社会福利局和村长对 

灾民进行普查登记，以发放援助

金予目标群体。

“我们正在确认应考大马 
教育文凭（SPM )考试的考生名 

单，以便能施予援手，例如从下 

周起的考试期内载送他们到考场 

应考。”

(瓜雪29日讯）卡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坦〇 

言，瓜雪地区的水灾 

灾情预料会持续到本 ：

周末为止才会渐渐消 

退，主要是根据预不 
测，雪州滨海区的大海 
海潮预料会到明日才#日 

结束。 ，

他昨午巡视设于I# 

瓜雪县依约巴力马亨^ 

(Parit Mahang )国小 

的水灾疏散中心后，糸口 

{li新闻发布会上指 cb 

出，瓜雪县因滨海区$ 

在前天遭大海潮袭击 
及西马半岛的季候风 

交替，下起狂风暴雨 

nti沦为雪州水灾重灾 

区。

“此外，从上游地区如 

鹅唛县和吉隆坡等地涌下的 

洪水，也造成下游地区的瓜 

雪县一片汪洋。”

瓜
雪
災
情
持
健
至
邏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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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漢：視申請進度

(首邦市29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黄思汉指出，随着将在蒲种增建 

的2所新华小已在进行图测申请手 

续，相信有望可在近期进行动土仪 

式。

朱运兴华小及培民华小

也是行动党金銮区州议员的黄思汉 
说，前朝国阵政府时期所宣布的10+6间 

华小计划，将于近期内陆续有好消息， 

并分阶段进行。其中两间华小位于金銮 

镇第5区的朱运兴华小（新增）及蒲种 

乌达玛花园的培民华小（搬迁华小）：、

黄思汉是在昨天出席八打灵国中华

文进修班结业礼活动后，如是指出。

针对上述两所华小是否有望于今年 

内展开兴建工程时，黄思汉表明要视其 

申请的进度而定。

他说，对蒲种达玛花园或金銮镇第 
5区一带的居民而言，他们附近的华小 

都面对学生人数太多及爆满情况，因此 

他们迫切需要这两所华小。.

“-旦这两所新华小竣工后，将能 

容纳更多学生。”
他说，至于其他在10+6间的新建和 

搬迁的华小，随着希盟政府执政中后， 

已重新成立建委会，由新建委会进行申 

请程序，即建委会向地方政府等单位提

八打灵发展华小工委会颁奖给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的华文和中国文学中考 
获特优的学生；后排左二起为林主栲、陈#绅、尤荣顺、彭永香、罗文森、李金 
泉、黄思汉、陈国郁、杨应喜及高祥成。

八打’灵_发展华'小0要会^办莢 
国中华文进修班结业礼活动，获得多名嘉 

宾、学生及家长出席《

蒲種2蓽小有望近期動土

李金泉：靈市也需新華小

李

.呈申请时，地方政府和雪州政府将给予 

支持和配合，确保建校工程能顺利进行 

和尽早竣工。

由联邦及发展商出资

“届时，联邦政府和发展商出资兴 
建有关华小，如果有商家、发展商或热 

爱华文教育人士愿意捐助较大笔款项的 

建校基金也无妨。”
出席者有八打灵发展华小工委会主 

席陈国郁、署理主席李金泉、深静（哈 
古乐）华小董事长高祥威、汉民华小董 

事长拿督罗文森、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 
友泰及国中华文进修班主任杨应喜等。

金泉说，八打灵县共有23所 

华小，学生人数介于逾2000 

至逾4000人，因此八打灵县目前仍需要 
新华小，以应对居民对于华小的需求。

他指出，在政府之前宣布的建校计 

划中，蒲种将增建2所华小，而本查阿 

南一带也将会有一所新华小，这将有助 

纾缓当地一些华小学生人数太多问题。

“如果政府在学生人数过多的地区 
兴建华小，将有助平均和分散学生的人 

数来源-’，

他说，在八打灵县只有一所公教中 
学是属于国民型中学，因此约80至％% 

的华小生都进人国中就读，因此丁委会

之前也举行筹款活动，并捐款给该县21 
所国中的华文学会K

“国中华文学会不只是学习华文， 

也是流传中华文化，华社及热爱华文教 

育人士也应给予支持。”

他说，八打灵发展华小工委会开设 
八打灵国中华文进修班已17年，n前在 

县内拥有5间中心，让来自国中的初-- 

至初五的学生进修华文科，尤其是没有 

开班华文班的中学

“我们在去年也开设中国文学班， 

也让有兴趣的学生也能修讀中国文学， 

也感谢学生及家长的支持，坚持学习 

母语。”

高祥皆掌握多語是優勢
t祥威说，掌握多一种包括华 

M文在内的语文，在未来也将 

会是.个优势〇
他说，根据2019年社交网络使用媒 

介语，英文是25.2%，华文是19.3%，

印尼及马来文是3.9%。
“大马华裔除了掌握华文，也熟 

悉马来文，在社交网络媒介语中就占 

了23%,对大马华裔而言也是•种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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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市會應對雨季

飾971(災黒E
官员们时刻在指挥中心监督区内的天灾问题。

梳邦再也市议会的快速队伍及救援人员准备就绪，迎接即将来临的东北季候风。

阿兹法利查（前排左起）、诺莱妮及莫哈末朱古纳检查 

快速队伍的救援装备。

(首邦市29日讯）梳邦再也市 

议会为即将来临的东北季候风做 

好应对措施，并已鉴定19个水灾黑 

区，通过指挥中心监督区内水灾及 

天灾问题。

据了解，东北季候风预计在今年11 

月至明年3月降临，下午或傍晚时间将有 

暴风雨及雷雨，预计雪州在今年11月的 
降雨量介于250至450毫米，超出平均水 

平。

诺莱妮：快速队伍24小时待命

梳邦冉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今早在 

主持常月集会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市议会集合各人员及器材，并检查这些 

装备，以便在发生天灾时，能即刻进行 

救援工作。
她说，市议会的快速队伍（Pantas) 

会在呼叫中心24小时待命，并在接获紧 

急事故的来电后采取行动《

她指出，雪州的各个地方政府都 

必须成立快速队伍，该市议会的快速队 
伍有16名固定队员，他们经过受训，以 

面对天灾风险如水灾、火灾及土崩等问 

题。

她表示，市议会也有其他来自工程 

组、执法组、园艺组、环境组等的支援 

人员，可在面对紧急事故时采取应付措 

施，包括出动执法人员指挥交通，园艺 

组的天梯、工程组了解沟渠排水系统问 

题、环境组的器材清洗沟渠等。

她说，在市议会的指挥中心，可从 

荧幕上看见经常发生水灾的地图，这些 

地区从10年前开始监督，•旦某个地区 

水灾，该地图将会“亮灯”，他们会寻 

找最快速的路线抵达目的地。

4：^：莱妮透露，市议会已鉴定19 

g个水灾黑区，但不是每个地 

区都面对同样问题，只有3至4个地区面 

对大问题。

“沙登区是其中一个水灾黑区， 

涉及范围甚广，涵盖•所华小及•所国 

小，这是因为沙登处于低洼地区，雨水 

来自南部的加影，也有部分是来自南北 

大道，所有雨水被排送到必须被挖深 

河道的古腰河。”

她表示，该区也有必要在博大一带

沙登水災黑區範圍廣
兴建一座防洪池，目前仍与博大校方讨 

论，以允许市议会在博大兴建防洪池。

“此外，白蒲大道也常面对水灾问 

题，因为ShK是从山上降至大道，再排 

到废矿湖:”
她表示，至于在usj及首邦市则经 

常发生闪电水灾，尤其USJ 8的排水系 

统是从高处降至低处的同一个排水沟， 

之后输送至主要排水沟才排出巴生河。

“由于巴生河的水势急促，因此 

排水沟的水无法有效排至巴生河，以 

致首邦市及USJ区的排水缓慢而引发水 

灾。”

她补充，虽然他们已鉴定水灾黑 

区，但有时雨水降在其他地区，因此也 

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除了水灾，也面对斜坡土崩问 

题，因此也必须提早做好准备，涉及的 

小组如T.程组也会提供援助予快速队 

伍。”

可撥市會熱線投訴天災
：；#：莱妮说，市议会的公共设施 
W包括13个礼堂及51个民众会 

堂可作为疏散中心，临时安顿灾黎。

民众可拨电市议会呼叫中心热线 
(03-8024 7700 )投诉天灾问题。

其他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议会副 

主席莫哈末朱古纳及梳邦再也市议会公 

关组副主任阿兹法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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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降雨量太大，沟渠水来不及疏导溢出，影响

公寓围墙坍塌

>大树不堪强风雨吹袭倒下，压中轿车

(加影29日讯）今午强风雨袭击，造成双溪 

龙镇及蕉赖皇冠城多处出现严重闪电水灾及树倒事 

件，而强大的降雨量造成渠水溢出，马路变河流， 

也有公寓沟渠排水不及，底层停车场淹水，围墙坍 

塌Q

另外，其中 '栋公寓底层停车场未曾有过淹水 

经历，疑受到斜坡修复工程影响，沟渠排水受阻而 

淹水，幸好情况不算严重。

根据居民形容这场暴风雨太夸张，结果多棵大 

树被吹倒，有轿车被压中，同时影响交通。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向《大都会》社区报表示， 

委民投诉暴风雨出现闪电水灾事件，他 

3墙坍塌的公寓了解。

今午的强风雨太大，很多树木不堪_ - 

1前他没有接获任何人受伤的投报。

-条马路，只要遇到大雨就会被冲毁，过I*况依然c

公寓底层停车场淹水

大风雨是在下午3时许下起，不久之后传出多 

处淹水，包括出人皇冠城与双溪龙镇的T字路口， 

上游泥水往下急流，造成3条车道变成“汪洋”。

事后也前往围 

他指出， 

击而吹倒，目

某公寓斜坡修复进行中，大雨将泥水冲入底层停车场

i

双溪龙镇_ 

去多次重铺，七

溝
水
沖
塌
圍
牆
樹
倒

暴
風
雨
襲
雙
溪
龍
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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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9日讯）为创造校园良好环境与和 

谐氛围，敦陈修信华小日前配合欢庆儿童节举办 

环保服装比赛，以推广环保活动，唤醒学生的环 

保意识，并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各班参赛者当天在环保服装比赛中，展现他 

们独特新颖的创意，穿上别出心裁的服装，自信 

大方地走秀表演。

该校署理董事长林金辉表示，学生处于一个 

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新时代，是幸运的一代，也是 

肩负重任的一代。

他说，少年时代是美好人生的开端，远大的 

理想、高尚的情操、良好的习惯和生命的辉煌都 

在这时孕育萌生。

他希望学生把握正确的人生航向，用行动 

来证明，因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家进 

步。

蹇
另外，家协主席骆丽金提及，学生除了要快

____ 乐学习，也必须做好本分，做该做的事和值得做

的事情S

她指出，懂事的孩子是懂得尊重任何人、体谅别人，而不 

是只做一些自己认为开心且喜欢的事:、

她也希望学生能从小就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优良的品 

德，在校做•个好学生，在家做个好孩子。

儿童节环保服装比赛参赛者与董家协成员合影。

^嬡婷：環保從自己做起
$长刁嫒婷说，我国的儿童是幸福的，因为生活在无天 

灾的环境，而且政府也十分关心儿童的福利，除了免 

费的中小学教育，学生在明年将享有免费早餐《

她提及，儿童节以环保为主题，希望学生可以从自己做 

起，学习环保，不制造垃圾。同时，在家教协会的大力推广 

下，该校也获得梳邦再也市议会环保比赛小学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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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陳長鋒：別走上絕路

抑_磕邊垂關懷
(美里29日讯）埔奕区州议员陈 

长锋披露，根据研究显示，抑郁症患 

者在没有人帮助下，有5丨丨％的几率会 

终结其性命。心理谘询和预防自杀必 

须同时进行，如果患者能及时接受心 

理健康谘询，或许可以成功阻止他们 

走上自杀路。

陈长锋今早在美里州图书馆为2019年辅 

导月“男子及精神健康：沉默的杀手”论坛 

主持闭幕礼仪式致词时表示，国家人口及家 

庭发展局是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属下的一个机 

构，而该部门的部长则是副首相拿督斯里旺 

阿兹莎，副部长为杨巧双。
他透露，-名19岁的年轻、有着光明前 

途的游泳健将男子于日前被发现在古晋的住 

家自尽众人皆感到好奇为何拥有美好未来 

生活的年轻人，决定突然发弃自己的生活。

陈长锋认为，青年自杀的原因是抑郁， 

是他的精神健康出现问题，倘若无人及时给 

予援助，他就无法站起来。

陈长锋说，精神健康被称为“沉默杀 

手”，如果当时有人发现青年男子的病情，

并陪同他寻求辅导员或医生，或许其性命将 

获得挽救。

10月10日是精神卫生日

陈长锋举例，世上有许多伟大的领袖患 

有精神疾病，如亚伯拉罕林肯、戴安娜王妃 

及温斯顿丘吉尔

他指出，世界卫生组织的2019年世界精 

神卫生日的主题是“预防自杀”，每年有太 

多精神疾病患者自杀或自杀未遂’提局民众 

的心理健康意识也可以减少自杀的发生率

他续说，每年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 

日，主要的两个目标是提高全世界精神问题 

的认知和鼓励健康的心理。

陈长锋称，精神卫生日为精神卫生服务 

者提供管道向民众讲解其工作，同时向需要 

者提供精神卫生医药服务。

“妇女及家庭发展部长在世界精神卫生 
日宣布，每年10月是全国辅导月，其目地是 

提高民众对精神健康的认识，也让民众了解 

辅导员和辅导服务在精神健康问题中扮演的 

角色。”

社區危機案件增加

1$年10月10日在全国辅导月 

时指出，全国社区危机案件不断地增 

加，如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忽视老 

人、弃婴、恋童，已经影响了社会的 

和谐。

他认为，辅导员和辅导服务能 

让一个人复原，重新回到社会的轨 

道，因此，他希望能改善和充分利用 

社区的辅导服务。

陈长锋他披露，马来西亚有3 

分之…的人口患有与精神健康有关的 

问题，无论是生活压力、焦虑、抑郁 

或其他更严重的精神疾病。

他说，众人都知道"预防胜于 

治疗"，他也叮11宁众人要改善心理健 

康，就如父母时常提醒“吃得好、睡 

得好、玩得好”，也认同父母所说的 

是健康生活的好方式。

陈长锋称，健康不仅仅是身体

上的健康，也包括精神的健康不论 

是身体或精神出现问题，其状况将清 

楚地显示出来。

别抗拒求助辅导

陈长锋举例，当患者有慢性疼 

痛且身体状况不佳，他很可能会患有 

抑郁症或焦虑症。焦虑症将导致患者 

的生活方式及身体健康受到影响:》

“当身体不适时，患者会寻求 

医生，而精神健康出现问题时，他们 

应寻求辅导员的帮助。”

他坦言，马来西亚辅导员的人 

手依然短缺，然而，民众仍拒绝寻求 

专业的辅导员，并认为只有“疯子” 

才会寻求辅导员〃

陈长锋解释，民众必须改变想 

法，因为辅导是一个专业的援助过 

程，它使患者了解自己和其困境《

他希望当天的论坛能提升民众 

对精神健康问题的认知，尤其是面对 

患者时，如何为后者舒缓压力。

▲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砂分局局长蔡进和（左） 

赠送纪念品予埔奕区州议员陈长锋（中）。右为美里医 

院院长黄修儒。

t陈长锋在展示摊位了解资讯

出席者与嘉宾在2019年辅导月“男子及精神健康：沉默的杀手”论坛上合影

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砂分局局长 

蔡进和指出，国家人口及家庭发 

展局提供全面的家庭咨询服务根据资料 

显示，从2016至2018年，砂拉越共进行621 

组个人辅导及110组群体辅导。至于家庭咨 
询方面则有1064名参与者受益。

蔡进和在美里州图书馆举行的2019年 

辅导月“男子及精神健康：沉默的杀手” 

论坛闭幕礼致词时表示，今年全国辅导月 

的主题是“为社区提供辅导服务”，该局 

将提供辅导和家庭咨询服务，尤其是协助 

抑郁症患者，加强家庭和社区对抑郁症的 

认识。

纠正公众对抑郁症误解

蔡进和希望透过此论坛可提供相关 

知识予出席者，让众人支持抑郁症患者康 

复，也希望能纠正社区对抑郁症患者的误 

解0

他透露，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砂分 

局的愿景是成为社区和打造卓越家庭， 

同时为社区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家庭 

咨询服务
蔡进和续称，国家人[1及 

家眭发M w砂分w tii为家妊不11 

个人进行心理治疗计划，旨在 

增强大马人的能力，提高他们 
的工作效率及技能，砂拉越于 

2016至2018年共有508人在此 

计划中受益。

另外，蔡进口披露，国 

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砂分局 

进行“沉默疗法计划”，协助 

老年人解决孤独的问题，共有 
347名老年人于2016至2018年 

参与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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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國州議員商政局

火箭明辦匯報會

(八打灵再也29日讯）行 

动党近期陷人多事之秋，备受 

“内忧外患”课题困扰，行动 
党将在本周四晚上举行国州议 

员汇报会，针对数项令选民不 

满的课题作出解释，并聆听基 

层意见，商讨应对方案:*>

除了今早有州议员因涉及 

淡米尔之虎而被控上庭，行动

党最近还因另外两个课题而导 

致基层不满领导层选择沉默或 

对付自身党员，即前党员—— 

已辞去马中商务理事会首席执 

行员职位的丘光耀作品《互利 

共赢-•带一路》漫画被列为禁 

书，以及双溪比力州议员刘天 

球因批评首相敦马哈迪而引发 

土团党攻击行动党，而行动党 

也决定将刘天球带上纪律委员 

会的课题。

多名行动党国会议员向星

洲日报证实，这场汇报会将在 
本周四晚上8时于党总部举行4 

行动党在全国共有42名国会议 

员及101名州议员。

有国会议员表示，领导层 

并没有说明这场汇报会将谈及 

什么特定课题，只是党几个月 

举行一次的例常汇报会*

尽管盛传土团党及公正党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领导的公正党阵营正与反对党 

策划合作组成排除行动党及诚 

信党的“纯马来政府”，但据 

本报了解，行动党领导层认为 

这样的部署无法成功®

不过，相信参与汇报会的 

国州议员也会提出对上述政治 

部署的担忧。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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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29日讯）行动党近期陷 

入多事之秋，备受“内忧外患”课题困 

扰，行动党将在本周四晚上举行国州议员 

汇报会，针对数项令选民不满的课题作出 

解释，并聆听基层意见，商讨应对方案。

除了今早有州议员因涉及淡米尔之虎而 

被控上庭，行动党最近还因另外两个课题而导 

致基层不满领导层选择沉默或对付身党员， 

即前党员——已辞去马中商务理事会首席执行 

员职位的丘光耀作品《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漫 

両被列为禁书，以及双溪比力州议员刘天球因 

批评首相敦马哈迪而引发土团党攻击行动党， 

而行动党也决定将刘天球带上纪律委员会的课 

题。

多名行动党H会议员句星洲日报证实，这

晤國州議員商政局

火箭明辦匯報會

场汇报会将在本周四晚上8时于党总部举行。 

行动党在全国共有42名国会议员及101名州议 

员。

有国会议员表示，领导层并没有说明这场 

汇报会将谈及什么特定课题，K是党几个月举 

行一次的例常汇报会。

尽管盛传土团党及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领导的公正党阵营正与反对党策 

划合作组成排除行动党及诚信党的“纯马来政 

府”，但据本报了解，行动党领导层认为这样 

的部署无法成功。不过，相信参与汇报会的国 

州议员也会提出对上述政治部署的担忧。

Page 1 of 1

30 Oct 2019
Sin Chew Daily (Northern),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11,698 • Page: 6
Printed Size: 14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39.39 • Item ID: MY003771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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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