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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绿色精明州
喜获分割地契

成吸金州

2018年雪州财政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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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州务大臣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雪州行政議員和州議員們向來辛勤工作，競相為人民提供最佳服務。如
今，我們也抱持福利為先的原則，邀請各造一起來服務行善。

提升民族 繁荣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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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经济表现

储备金税收增加

今年盈余1.78亿

#Selangor182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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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讯）雪州今年的经济

表现持续稳健亮眼，截至10月31

日取得1亿7822万令吉盈余，储

备金更攀高至32亿4000万令吉。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在

提呈2018年雪州财政预算案时，向

雪州人民宣布这项好消息。

雪 州 政 府 收 入 由 现 金 和 投 资 组

成，分别为统一收入户头、统一基

金户头，以及统一贷款户头，至去

年收入为30亿5120万6043令吉。

他说，良好的理财表现导致雪州

储备金，从2016年12月31日的30亿

5000万令吉增加至今年10月31日的

32亿4000万令吉。

“雪州在2017年预算案中的总收

入预计为25亿5000万令吉，今年截

至10月31日已达到98.14%，即25亿

令吉。”

在这25亿令吉总收入中，税收占

6亿2577万令吉（99.44%）、非税

收占16亿7000万令吉（97.73%），

以及非收入项目的贡献方面则占2亿

663万令吉（97.62%）。

储备金增加
2017年10月31日

32.4亿令吉

2016年12月31日

30.5亿令吉

盈余

2017年10月31日

1亿7822万令吉

2018年雪州财政预算案延续多项惠

民政策，秉持以民为本的原则。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

州政府每年在提呈财政预算案时都坚

持以民为本，推动各项关爱人民计

划，致力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的预算案与中央政府不一

样，这也不是一份大选预算案。”

阿兹敏强调，州政府连续多年来提

呈的预算案，并非为维护朋党或大老

板的利益，而是一切以民为先。

“这就是雪州的本事！虽然我们是

先进州，拥有繁荣进步的工业，但我

们从来没有忘记人民的付托和所肩负

的责任。”

他说，州政府通过所推动的一系列

关爱人民计划，希望各阶层人民能从

中受惠，公平分享雪州资源。

“我相信雪州各阶层人民都能从这

份预算案中受惠，不论你来自城市或

郊区，没有人将被边缘化。”

雪州政府宣布派发额外

的一个月花红给州内的公

务员和村长们，令公务员

在今年获得总数3个月的

花红！

这意味着，雪州公务员

今年领取的花红从原定的

2个月，增加至3个月，之

前的两个月花红已在今年

开斋节时发放。

雪 州 大 臣 拿 督 斯 里 阿

兹敏阿里11月3日在提呈

2018年雪州财政预算案

时，为雪州公务员和村长

们捎来这项佳音，并指这

项特别援助金主要奖励一

直以来辛勤为雪州发展贡

献的公务员。

“州政府已在2017年6

月中旬发放2个月花红，

额外的一个月花红将在今

年12月21日发放，让公务

员们可为即将迈入新学年

的孩子做好开学准备。”

此外，阿兹敏指州内的

6725名宗教司，以及497

名村长及社区领袖同样享

有这额外的一个月花红。

雪州目前共有371名马来

甘榜村长、78名华人新村

村长，以及48名印裔社区

领袖。

“州政府动用今年的拨

款发放全年为期三个月的

援助金，总额达9465万令

吉。”

财案非大选糖果

经济成长
预计5.5%至6%
2018年的雪州经济成长预测介于

5.5%至6%，相比2017年的5%至5.5%

来得高。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在提

呈2018年雪州财政预算案时说，基于

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走势凌厉，因此州

政府预测雪州明年的经济成长将比今

年稍微攀高。

“其中，服务业占雪州今年国内生

产总值的59.7%，制造业则占28.8%

。”

他说，州政府一直采取多项策略以

提升州内的海内外投资，截至2016年

12月成功批准242项投资计划，并取

得总额78亿8000万令吉的投资额。

“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雪州在

2016年占国内生产总值22.7%（2516

亿令吉）相比2015年的22.6%（2400

亿令吉）稍微增加，仍排行全国第

一，为马来西亚最大的经济贡献州

属。”

而且，他称雪州政府向来贯彻的良

好施政方针，诚信、负责任和透明态

度令外资对雪州深具信心，持续入驻

雪州投资。

公务员村长    获额外1个月花红

特别援助金

个月花红

援助金总额 9465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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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中）在提呈2018年雪州财政预算案时，

再度宣布多项惠民计划。

雪州估计2018年总收入将达22亿5000万令

吉，其中土地用途转换税（Premium）为最

大贡献领域，占48.3%。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州政府

预计在明年的收入方面，土地用途转换税占

48.3%、土地税务23.3%，以及土地交易收入

5.9%，共占77.5%。

“雪州在今年截至10月31日的土地税收为5

亿2308万令吉，因此预计明年的税收将增加

至5亿2450万令吉。”

另一方面，在总额14亿令吉6000万令吉的

2018年雪州行政开销方面，其中4亿4415万

令吉作公务员薪酬、5亿5779令吉为服务与供

应、3亿5982万令吉为固定费用及津贴、9824

万令吉添购资产和其他开销。

明年总收入料25.5亿

（莎阿南讯）雪兰

莪州政府连续4年在“

福利为先”的核心

下，提呈惠及全民的

2018年财政预算案，

延续以民为本的使

命。

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表示，

这份预算案证明了雪州

的经济发展稳定，所以

州政府才有能力提呈预

算案。

“我们抱持福利为先

的原则，即邀请各造竞

相来行善。雪州行政议

员和州议员们向来辛勤

工作，竞相为人民提供

最佳服务。”

阿兹敏11月3日在雪

州立法议会提呈总开销

高达31亿2000万令吉

的2018年雪州财政预算

案，其中的发展开销更

高达16亿6000万令吉，

占53.2%。

阿兹敏说，除了提呈

全面性的明年度预算案

外，州政府在今年也达

到亮眼的经济表现，同

时通过各项惠民计划回

馈给全民。

“虽然我们在最初三

年度过了颇为艰辛的挑

战，不过州政府在这段

期 间 也 成 功 向 外 证 明

了 通 过 巨 额 的 发 展 开

销，得以刺激州内的经

济。这对我们是一大成

就！”

他说，州政府从2015

年起采用“节省原则招

标方式”（Cut-Off）

处理工程合约，截至今

年杪已成功节省高达4

亿3200万令吉。

“我们节省了这笔工

程费用就能调高2018年

预算案中的发展开销，

造惠更多人民。”

经济永续发展

财案造福全民

预算案5大策略
a）“精明雪州”迈向环球

b）促进和谐，保障安全

c）强化教育素质和创新技能

d）振兴文化、遗产及智力发展，营造健

      康体魄和环境

e）塑造爱心州属

连续4年调高
53%发展开销

雪兰莪州政府提呈总开销达31亿2000万令吉的

2018年财政预算案，拨出高达16亿6000万令吉，即

53.2%款项作为发展开销。

随着明年再度调高发展开销的比例，这意味着州

政府自2015年起，已连续4年调高发展开销比例，推

动各领域发展，以刺激经济成长。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11月3日下午3时在

雪州立法议会厅，召开的第13届第4季第3次雪州议

会上提呈2018年财政预算案。

州政府建议明年拨出16亿6000万令吉作为发展开

销，占53.2%；并拨出14亿6000万令吉作为行政开

销，占46.8%。

发展开销增1%

2018年的雪州发展开销16亿6000万令吉，也比

2017年的发展开销增加1%。

阿兹敏说，为维持稳和永续发展的需求，有关预

算案预计面对8亿7000万令吉的赤字。

“不过，过去三年的预算案情况证明州政府在坚

守撙节、诚信和零舞弊纰漏的开销文化下，赤字

预算案最终都能取得平衡，并把赤字降至合理水

平。”

他说，州政府通过5大策略落实这份预算案，分别

是：1）“精明雪州”迈向环球；2）促进和谐，保

障安全；3）强化教育素质和创新技能；4）振兴文

化、遗产及智力发展，营造健康体魄和环境，以及5

）塑造爱心州属。

他说，2018年雪州预算案延续多项惠民政策，同

时也新增惠及各阶层人民的新措施，确保人民获得

优质及和谐生活。

31.2亿
令吉

46.8%

53.2%

(14.6亿令吉)

(16.6亿令吉)

行政开销

发展开销

开销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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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更换旧水

管以降低无效

益水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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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亿提升基建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明年拨出

16亿6000万令吉作为发展开销，其

中7亿4600万令吉（44.9%）充当基

本建设用途。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在提

呈2018年雪州财政预算案时说，这些

基建工程包括兴建和修复道路桥梁、

防洪计划、提升排水系统，以及水供

系统发展。

“雪州公共工程局从中将获得2亿

令吉预算，作为数项计划的经费，包

括耗资4000万令吉提升莫达达哈里大

路、3670万令吉兴建和提升鹅唛区道

路、1650万令吉提升由贞德兰至雪邦

镇道路、1600万令吉提升巴生至瓜冷

道路的甘榜冷邦路，以及1300万令吉

提升莎阿南至万津的道路等。”

1.1亿防洪治水

此外，雪州水利灌溉局明年将获得

1亿1400万令吉预算，其中4730万令

吉作为防洪计划用途。其他项目包括

修筑海堤1018万令吉、提升排水系统

2540万令吉、兴建和修复蓄水池945

万令吉，以及防止海蚀和兴建防浪堤

950万令吉。

阿兹敏说，为确保雪州水供的稳定

性，州政府明年也拨出2亿5150万令吉

展开各项水供工程，包括耗资1亿6700

万令吉兴建拉柏汉达刚滤水站，工程

预计在2018年杪完工。

“州政府通过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

司重视州内的无效益水问题，动用2亿

4870万令吉更换州内的旧水管，如今

已完成178.55公里的水管更换工程，

其余的112.24公里更换工程预计在今

年杪完成。”

在发展开销中的2亿4165万670 令吉

（14.6%）将用作提升雪州经济用途，

涵盖工艺资讯、森林、城乡规划、交

通、工业投资领域。

“我们也拨出1亿8774万310令吉

（11.3%），推动社会服务、人文及企

业、青年、体育、妇女及家庭发展领

域。”

雪州政府拨巨款更换旧水管

的工程如火如荼施工中，整体

34项工程预计在2018年杪完

工。

掌管基建、公共设施及农基

工业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再迪

表示，23项在2016年动工的更

换水管工程预计在2018年首季

度完工。

他说，当局截至今年9月份通

过公开招标方式批准24个地区

的水管更换工程，另10个工程

的招标工作在进行中。

“另27个地区的旧水管更换

工程原定在2019年施工，不过

当局如今将动用剩余的9370万

令吉，把计划提早至今年内动

工。所以，所有的34项工程预

计在明年杪完成。”

无效益水降至31.4%

雪州政府通过雪州水供管理

有限公司，耗资3亿7430万令

吉更换州内的旧水管，如今已

完成178.55公里的水管更换工

程，其余的112.24公里更换工

程预计在今年杪完成，以降低

州内的无效益水。

再迪11月6日在雪州立法议

会上回答柏马登区州议员拿督

苏莱曼的提问时说，州政府通

过更换各黑区的水管，成功逐

步降低州内的无效益水。

“自雪州水管管理有限公司

在2015年接管水务管理后，无

效益水从32.56%降至今年9月

份的31.4%，减少1.15%。”

他说，雪州水供公司（Sya-

bas）在1月1日至5月24日期

间，因州内的偷水活动而面对

182万1000令吉的无效益水损

失。

“雪州水管公司就这些偷水

活动发出261张通知书给涉及

的雪隆和布城区水供用户，当

中所涉及的偷水量预计达58万

7011立方米。”

雪州政府截至今年10月31日共

拨款948万令吉，作为乡区的184

项基本设施发展和维修用途。

掌管伊斯兰教、马来习俗、乡

村及传统甘榜发展事务的雪州行

政议员拿督阿末尤努斯说，州政

府从未忽略乡区基建发展，确保

乡区人民享有与城市人民一样的

发展。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在11月3日提呈的2018年财政预算案，也提出各项

方案以协助乡区发展。”

阿兹敏宣布在明年拨出1500万令吉作为乡区基建

发展用途，比2017年的1000万令吉，增加了500万令

吉。

阿末尤努斯11月8日在雪州立法议会上回答沙白区

州议员沙乐新的提问时说，州政府今年拨款在甘榜和

华人新村展开多项基建计划，包括维修村落的民众会

堂。

在2017年的雪州乡区基建发展计划中，八打灵县

共获得60万4389令吉以展开9项计划，巴生县则获

128万令吉展开13项计划。

鹅唛县共获81万3000令吉展开20项计划，乌鲁冷

岳县共108万令吉以展开15项计划。

此外，雪邦县获210万令吉展开28项计划，瓜拉冷

岳县的22项计划共耗资86万3981令吉，乌鲁雪兰莪

县获97万4302令吉展开25项计划，以及沙白安南县

获78万9016令吉展开41项计划。

▲再迪

换水管降无效益水
34工程明年杪完工

948万提升乡区基建

▲阿末尤努斯

7.46亿
令吉

占发展开销

基建

兴建和修复道路桥梁

防洪计划 提升排水系统

水供系统发展

发展开销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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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政府在2018年延续多

项惠民政策，包括继续为人

民提供首20立方米免费水计

划，以及连续第三年豁免廉

价屋和新村门牌税。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表示，州政府自2016年

起豁免廉价屋、新村及渔村

房屋的门牌税，同时豁免早

夜市小贩的商业执照费。

“鉴于国内的通货膨胀率

持续上涨，因此州政府决定

在 明 年 继 续 豁 免 这 两 项 收

费，并由州政府承担所涉及

的7000万令吉。”

此外，州政府在明年也持

续为人民提供首20立方米免

费水优惠。

劝节约用水

阿兹敏说，州政府明年延

续免费水计划，并劝请水供

用户们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

惯。

“ 水 源 是 非 常 宝 贵 的 资

源 ， 所 以 我 们 希 望 用 户 们

不 论 身 处 何 地 都 应 节 约 用

水。”

雪州政府自2008年执政后

推出这项免费水计划，不分

政治或身份背景，每月为住

家用户提供首20立方米免费

水优惠，以减轻用户们的生

活负担。

此外，阿兹敏宣布州政府

将在明年设立“爱心基金”

， 拨 出 各 2 0 万 令 吉 给 各 区

州议员和国州选区协调官以

推动公益慈善和社区服务计

划，如资助生活必需品和学

校用品等。

各村委会的常年拨款从明

年起也将从1万令吉调高至2

万令吉，涉及371个马来甘

榜、78个华人新村和渔村，

以便在村落内推动更多亲民

活动。

5新 闻#Selangor18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增加各源流

学校在2018年的制度化拨款至2400

万令吉，其中华小拨款从500万令吉

提高至600万令吉。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在提呈

2018年雪州财政预算案时说，州政府在

2018年拨出1亿8197万5020令吉充当教

育用途，以培育更多人才。

 “各源流学校的常年拨款从2016年的

1600万令吉，增加至2017年的2200万

令吉，包括拨出200万令吉资助华文独

立中学和国民型中学等。”

他说，维护各族文化和社会使命，州

政府建议2200万令吉的常年教育拨款，

明年起增加至2400万令吉。

“其中，宗教学校拨款从900万令吉

增至1000万令吉，华小拨款则从500万

令吉增至600万令吉。”

此外，阿兹敏指州政府明年也增加

INPENS技职学院的大专生贷学金总

额，从原有的400万令吉增至500万令

吉。

“州政府明年也拨440万令吉提升这

所技职学院的基建发展，以及改善其运

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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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政府明年起增加华小常年拨款600万令吉。

华小拨款增至600万

各源流学校享2400万

洗肾拨款增至500万
雪州政府明年增加人民洗肾中心拨款至500万令吉，协助更多

肾病患者获得医疗援助。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州政府把洗肾中心拨款从

原定每年的300万令吉，明年起增加至500万令吉。

“此外，我们明年也会延续为妇女提供的免费乳房检查计

划，常年拨款也从100万令吉增至200万令吉。”

州政府自2008年起为35岁以上的雪州妇女，提供免费的乳房

扫描检查服务，确保妇女们能提早预防患上乳癌的几率，迄今

惠及22万5050名雪州妇女。

▲雪州政府明年继续会面华人新村的门牌税。

豁免廉价屋新村门牌税
各选区设“爱心基金”

雪州政府在明年拨款500

万令吉发展华人新村 、渔

村和重组村。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在提呈2018年雪州财

政预算案时说，截至今年9

月份，州政府已耗资440万

令吉在新村内展开72项工

程。

“为拉近城乡之间的发展

鸿沟，州政府也会为处于城

市的26个新村落实特别行动

蓝图。”

600万非回教拨款

雪州共有78个华人新村、

渔村和重组村。

另一方面，州政府明年起

增加非回教宗教拨款至600

万令吉。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说，各族宗教和文化是

雪州最宝贵的资产，因此州

政府明年拨出600万令吉作

为非回教宗教拨款，以强化

各源流的宗教文化。

“锡克族的常年拨款也会

从原有的50万令吉，增至明

年的100万令吉，提升有关

方面的基建和活动。”

他说，雪州境内共有518

个非回教宗教组织，在截至

今年10月份获得总额510万

令吉的宗教活动拨款。

500万发展新村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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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延续精明租屋
#Selangor186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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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政府今年拨出3000万令吉免费为廉价组屋更换故障的

升降机，明年将拨出1200万令吉 。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雪州房地产局在“精明

生活”计划下，已在59座廉价组屋完成更换118架升降机工

程，费用达2930万令吉，共1万7000个单位的8万7000名住

户受惠。

“州政府在2018年会拨出1200万令吉延续这项计划，预计

惠及45座廉价组屋，共3万1200个单位的6万9000名住户受

惠。”

此外，阿兹敏指州政府从2018年起将全面承担廉价组屋复

新计划（Skim Ceria）的费用，高楼住户今后无需再承担一

分一毫的费用。

“该计划目前的申请条件为廉价组屋居民必须承担复新工

程的 20%的费用，中价组屋则承担40%。”

他说，随着州政府全面承担复新计划费用后，原本由高

楼住户从2011年拖欠至今的870万令吉欠款，如今也一笔勾

销。

廉价组屋复新计划自2010年推出至今年8月份，州政府共

耗资9220万令吉惠及281座组屋区的843栋建筑物，惠及16万

8600个单位的84万3000名住户。

阿兹敏说，有关复新工程包括维修组屋的屋顶、水槽、总

水管、排污系统、提升升降机和粉刷建筑物。

“复新计划从明年起将拨出1300万令吉，专注在组屋修复

工程，至于升降机修复工程则转移至精明生活计划中。”

此外，州政府明年也建议拨出2000万令吉，粉刷46个地区

的138座组屋。

▲雪州政府通过完善的房屋政策，协助人民达致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通过先租后买方式

协助人民购置梦想家园的计划推出以来大受

欢迎，因此在2018年财政预算案中加码拨出

5000万令吉延续这项房屋援助计划。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州政府在

2017年拨出1亿万令吉推出精明租屋计划，获得“

千禧一代”的正面回响。

“所以，州政府今年拨1000万令吉在策略地

区购置更多房屋单位，以出租给符合资格的家

庭。”

他说，雪州房地产局至今共耗资1亿2314万令

吉，购置861个单位供出租用途。

在雪州政府推出的“精明租屋”计划下，申请

者可申请入住由州政府提供的可负担房屋单位

内，入住期限介于2年至5年。一旦租户日后在获

得银行批准房贷申请后，州政府将归还30%已缴付

的租金，以作为购置可负担房屋的首期费用。

此外，阿兹敏指州政府与私人界合作在策略地

点兴建各类型的“我的雪兰莪”可负担房屋。

“截至今年10月31日，我们已超越原定的1万

5000间单位目标。雪州目前已建竣1813间单位，

而且截至今年杪料可增至3394个单位。”

他说，当局至今已批准29项可负担房屋计划的

规划准证，预计至2020年时可完成2万331间可负

担房屋单位。

雪州政府明年拨出1500万

令吉推出“精明雪州首购族”

计划（First Home Buyers）

，由政府为首购族先垫付10%

购屋头期，以购置州政府子公

司旗下的可负担房屋。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在提呈2018年雪州财政预

算案时说，为协助人民达致居

者有其屋的目标，州政府陆续

推出更多务实及创新的房屋援

助计划。

“我们从明年1月起落实首

购族计划，让首次购买房屋的

人士在选购雪州发展机构或州

政府子公司兴建的可负担房屋

时，可获得这项优惠。”

他预计该计划可惠及1000

名首购族，尤其是千禧一代。

雪州政府在2016年推出“

精明雪州首购族”计划，让购

屋者选购B型和C型可负担房

屋。

阿兹敏说，州政府在计划下

将为首购族先垫付10%购屋头

期，购屋者必须在指定期限内

摊还这笔免息贷款。

1500万令吉
助首购族付头期

精明租屋计划

1000万
令吉

1亿令吉

增加
5000万令吉

1200万换组屋升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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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万推出关爱母亲卡

3万主妇年获2400援助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在

明年财政预算案中推出“

精明雪州关爱母亲 ”计划

（KISS），凡家庭收入少

过2000令吉的家庭主妇每

年可获得总值2400令吉的

生活援助品，预计惠及州

内的3万名妇女。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在提呈2018年雪州财政预

算案时说，家庭主妇作为一个

家庭的“ 财务大臣 ”，常常

得为家庭做出巨大贡献和承受

许多苦难。

“所以，州政府建议明年

推出这项全新措施，每年拨

出7200万令吉协助月入少过

2000令吉的妈妈群。”

每月200令吉援助品

阿兹敏说，符合条件的妇女

每年可获得总值2400令吉的

援助，即每月200令吉，预计

惠及3万人。

“受惠群在计划下将可在指

定的超级市场或零售店，获得

生活必需品，如白米、食油和

面粉或孩子的校服等。”

他说，州政府在明年首季度

将率先拨出1800万令吉落实

该计划。

此外，阿兹敏指消费税的落

实导致掌握家庭财务大权的妈

妈们面对更沉重的经济压力，

一些妇女甚至在家计欠佳的情

况下，被逼外出寻找生计以支

撑家庭开销。

“所以，雪州政府在能力范

围内贡献绵力，希望能减轻妈

妈们的负担。”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

据，雪州境内共有3万户人家

的家庭收入在1999令吉之下。

关爱母亲计划（KISS）

家庭月入少过2000令吉

接受援助
每月
200
令吉

每年 
2400
令吉

3万母亲
获生活
援助品

雪州政府在重组各种健康关怀计划下，耗资

4410万令吉整合推出“综合保健计划”（Skim 

Kesihatan Bersepadu），为人民提供更全面的

医疗服务。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这项综合

保健计划将包含原有的”关怀健康“医药卡的

基本医疗服务外，也会纳入数项全新的医疗服

务，包括心脏病治疗（1000万令吉）、癌症病

人护理（300万令吉）、精神健康护理（100万

令吉）、农民及公务员健康保险，以及免费肺

炎链球菌疫苗注射。

“政府主动与国家心脏中心（IJN）合作，

为低收入的雪州人民提供免费心脏病治疗，这

1000万令吉拨款预计能惠及500名病患。”

他说，州政府早期个别推出人民洗肾计划、

健康援助计划和 免费乳房检查计划，而“关怀

健康”医药卡则是为人民提供基本医疗福利。

因 此 ， 州 政 府 如 今 在 整 合 这 些 医 药 计 划

后，“关怀健康医药卡”怀计划明年将获得

2000万令吉，除了保留原有的基本保健福利，

明年将扩大涵盖范畴，包括免费注射价值180令

吉的肺炎链球菌（Pneumokokal）疫苗，且不

会从原本的500令吉年度限额中扣除。

“这意味着，持医药卡的民众明年起可享有

近700令吉的医药津贴。”

他说，健康关怀计划反应热烈，州政府截至

今年10月31日共发放了14万9382张医药卡，令

60万人受惠。

扩大人民医疗福利
推出综合保健计划

雪 州 政 府 警 告 ， 凡 参

与“关怀健康医药卡”

计划的指定私人诊疗所，

一旦屡次被投诉向持卡人

征收过高的门诊费用，将

面对被终止服务合约的下

场！

掌管卫生、福利、妇女

及家庭事务的雪州行政议

员达罗雅表示，雪州关

怀健康医药卡计划交由

Selagte企业有限公司管

理，计划从今年初推出至

今，确实曾接获持卡人投

诉一些私人诊所征收过高

门诊费的个案。

“该公司在接获持卡人

投诉后会根据标准作业方

式展开调查，包括内部调

查和咨询相关诊所，并按

照最终的调查报告对相关

诊所提出劝诫。”

达罗雅11月6日在雪州

立法议会上回答美丹花园

区州议员哈妮查提问，当

局在雪州关怀健康医药卡

计划下，如何管制参与的

私人诊所不会向持卡人征

收过高医药费课题，如是

表示。

达罗雅说，当局将对首

次面对投诉的私人诊所提

出劝诫，若再接获第二宗

投诉，相关诊所则会被纳

入观察名单内，并接获一

封警告信。

“如果被投诉征收过高

门诊费的情况持续，那

Selgate公司则会撤销或

终止这家私人诊所的服务

合约，意味着它今后不

再为医药卡的指定诊疗

所。”

不过，达罗雅指在州政

府截至10月19日在巴生谷

委任的869间私人诊疗所

中，暂时没有任何一家诊

所被终止服务合约。

“此外，州政府目前还

在审查93间私人诊疗所的

申请，以纳入成为医药卡

的指定诊所单位。” 

若征不合理门诊费
终止私人诊所合约

▲

达罗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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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雪州迈向环球 促进和谐，保障安全

塑造爱心州属

策略 1： 策略  2：

策略 5：

促进经贸及投资

制造业投资

2016 2017
78亿
令吉

投资额目标

65亿
令吉

招商资金

2500万
令吉

900万
令吉

赛城谷

雪州经贸中心

国际水准展览厅
和会议厅

2017年雪州国际商业峰会

雪州精明城市
与

未来商业大会，
3000参与者，

5000访客

雪州-
东南亚商业

会议，
东盟企业家
交流平台

雪州
国际商展会，
1.6万访客，
交易额2.04亿

令吉

2018年
拨款额

精明农业

减低对入口粮食依赖

2600万
令吉

提高各农产品产
量，如稻谷、蔬
果、草药、水殖
和畜牧业

1294万令吉

200万令吉
新生代农业计划+农业科技

通过培训及器材援
助方式强化农民、
渔民和畜牧业者

710万令吉

通用电气公司的全新投资

2亿
令吉

2亿
令吉

美国境外的首家
引擎中心

石油和燃气轮
机维修设备

4.04亿令吉
投资潜能

宇航、汽车
及电子电器
工业

生物谷中心

闻名研究所
生物研发科技资金 种子资本

1000万
令吉

精明城市

14项
先锋计划

精明雪州指挥中心

垃圾管理
系统

清理
巴生河

谷歌
“位智”系统

免费
无线宽频

1060万
令吉

数码基建发展

1100万
令吉

公民伙伴关系
（PCP）

智能巴士站计划
震中及加速器发展

物联网发展

乡区基建
4895万
令吉
2018年

2000万
令吉
2018年

提升郊区公共
设施

为郊区人民提供
最佳基建

402项郊区计划 2250万令吉
2874公里，使用
MARRIS提升道路

重铺甘榜道路

民众会堂、礼
堂、甘榜桥梁、
排水系统、提升
甘榜道路

改革地方政府服务
社区民众参与度

使用物联网科技

善用社交媒体传播资讯

以民为本原则

地方政府发展开销总额

2000万
令吉

提升美食中心；

公厕；巴刹；

道路、沟渠和桥梁

特别行动蓝图
重组26个城市区的
甘榜

500万令吉
2018年

华人新村、
渔村、
重组村

截至2017年9月
72项计划已落实

总开销：440万令吉

综合保健计划

综合保健计划

4410万
令吉

关怀健康医药卡

发出149,382
张卡

60万人受惠

截至2017年10月31日

延续计划
基本医疗服务

180令吉，
持卡人一
次过受惠

注射肺炎链球
菌疫苗

1000万令吉，
Selgate公司与国
家心脏中心合作，
惠及500名病患

心脏病治疗

持医药卡享有的医药津贴，
从500令吉增加至700令吉

300万令吉
2018年初期资金

癌症病人护理

100万令吉
2018年拨款

精神健康护理

精明租屋计划

1000万
令吉

1亿
令吉

增加
5000万

令吉

精明雪州首购族

1500万令吉

为近1000名
购屋者提供首期

垫付10%购屋首期
-2018年1月份生效
-惠及我的雪兰莪可负担房屋
-雪州发展机构及州政府子公司

廉价组屋复新计划

中价组屋

廉价组屋

撤销
870万令吉

欠款

1300万令吉

2018年廉价组屋

复新计划款项

9220万
令吉

281地区，
843栋建筑物，
16万8600个单位

2010年12月
-2017年8月

精明生活计划
每台升降机每月维修费达650令吉

3000万令吉，
更换旧升降机

188台升降机已更换
59座廉价组屋完成更换工程，费
用2930万令吉

45座建筑物，
90台升降机费用

100万
令吉

强化妇女能力

780万
令吉 妇女保健及家庭发展计划

妇女自我增值机构（IWB）
妇女自我增值中心（PWB）

稻农投保计划
免费惠及1万名稻农

2018年拨款
3000万令吉

医药福利、失去工作能
力保障、死亡保障

雪州洗肾中心计划

原定每年300万
令吉拨款，

增至500万令吉
2018年拨款
200万令吉

乳房检查计划

免费

提升公共交通系统效率

雪州精明巴士
2015年推出

4300万
令吉经费

截至2017年9月30日

100辆精明巴士上路
30条路线涉及所有地方政府
3年载客量达2210万人次

3000万令吉
2018年拨款

提升廉价及中价住宅
区及公众场所的路线

市议会

公里

公里

县议会

大马纪录大全

提供最多社区巴
士服务的州政府

企业发展
2018年拨款
835万令吉

雪州微型
企业贷款

2018年拨款
225万令吉

涉及9县

惠及128企业家

180万宣传
企业活动

雪州印裔
企业计划

2018年拨款
300万令吉

惠及1300名印裔企业家，
获综合微型贷款便利

绿色工艺
2016-2018年

雪州绿色大蓝图
200万令吉

个电动汽车充电站

绿色工艺先锋计划

全雪州地点

个个

项 137万令吉
装设太阳能电池板

居者有其屋 提供舒适、高素质及
可负担房屋

兴建我的雪兰莪房屋

1813个单位已完成

2017年9月31日

3394个单位将完工

截至2017年杪

20331单位将完工

截至2020年

2018年雪州财政
预算案

行政开销（14.6亿）
发展开销（16.6亿）

总开销
31.2亿

强化教育素质和创新技能
策略 3：

扩大教育设施

大专生深造奖励
金 （ H P I P T ）
， 6 3 3 0 4 大 专
生受惠，涉及开
销，6330万令吉

800万令吉
2018年拨款

大学生
发展计划

251万
令吉

雪州大学和雪州国际回教大学学院

拨款总额

4400万
令吉

雪州大学奖学金

增加2000
万令吉

332万
令吉

雪州大学精明宗教计划

200万
令吉

雪州政府批准简易的贷款

4850万
令吉

关怀大专升计划

1000万
令吉

1600万
令吉

2200万
令吉

2400万
令吉

1000万
令吉

345万
令吉

惠及988名学子
付给738大专生

4所大专学府

关怀雪州及中
东大专生计划

学校援助计划

华文小学
600万令吉

宗教学校
1000万令吉

高等教育

1.01亿
令吉2850万

令吉

技职培训计划

5200万令吉拨款

为千禧一代
提供技能培训

宗教机构发展

主要计划

1.06亿
令吉

500万
令吉

强化回教机构

已完成
6项计划

14项计划
招标中

宗教科技工艺学校

班丹

兴建MITS

巴眼
拉浪

3400万
令吉

600万
令吉

3401万
令吉

2亿
令吉

蚶山皇家
镇MITS

巴眼德拉
MITS

振兴文化、遗产及智力发展，
营造健康体魄和环境

策略 4：

雪州公共图书馆

865万令吉拨款
提升3县的图书馆 800万令吉

45万令吉提升1所郊区图书馆

20万令吉增加藏书

350万令吉

雪州启发
计划

完成有声书
和翻译国际作品

旅游

725万令吉

旅游活动宣
传，推广手
工艺品工业

青年及体育发展

青年结婚
奖励金

500万令吉
909万令吉
青年及
体育发展

社区青年活动
144万令吉

雪州公共图书馆

吸引
1120万
名访客

102间 拉惹敦乌达图书馆

兴建多层停车场

州政府捐输
4000万令吉

预计在2017年杪完工间

青年及体育发展

青年及
体育发展

2783万令吉
运动员备战
2018年大马
运动会

700万令吉

提升体育设施

1174万令吉

-500万令吉提升莎阿南体育
馆和美拉华蒂体育馆
-350万令吉提升哥打拉惹
体育馆
-100万令吉提升适耕庄韵律
操体育馆
-220万提升州政府体育设施

马来人文化及习俗

国际水平的文化习俗展览
印尼国家马来剑秘书处

合作计划

1230万令吉
强化人民思维

文化
520万令吉

-推动文化艺术活动
-提升前巴生县回教办事处大厦

打造为雪州画廊

非回教事务

2017年9月 518个
组织

获取
510万令吉

各自宗教活动

2018年

2018年

600万令吉款

关爱
人民计划

2018年

7200万令吉

精明雪州关爱母亲计划

消除贫穷计划

消除贫穷援助大蓝图

200万令吉
拨款

免费水优惠 1亿8520万令吉
养成节约用水习惯

家庭收入1.7%

大马统计局
1999

令吉以下
惠及3万户人家，10万人民

早期治愈计划

300万令吉380万令吉 早期治愈计划

朝圣津贴
325万令吉

惠及6500名朝圣者

园丘工人 50万令吉拨款

提升技能计划

强化目标群技能以改善生活

基金及新生儿基金

雪州乐龄亲善基金

2800万令吉
拨款

500万令吉
拨款

2018年

2018年 2017年

雪州新生儿基金

推行近10年

照顾退休军人福利

150万令吉100万令吉
军人英雄基金

为需要医疗费援助的退休军人
及家人提供援助

关怀政府

-扶助收入少过1500令吉的贫户
-拥有舒适及安全房屋

援助120
户家庭

援助81
户家庭

150万
令吉

100万
令吉

宣布
豁免门牌税及执照费

7000万令吉

爱心基金

各州议员和国州协调官
获得额外拨款

20万令吉

公务员投保计划

300万
令吉

惠及至44等级的公仆

惠及1万名公仆

特别援助金

3个月薪金

9465万令吉耗资

●提升公共设施

●着重休闲公园和
绿肺

惠及998名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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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政府从2014年至

今拨款协助323户贫民

重建和修复家园。

掌管贫穷、关怀政府

及园丘工人事务的雪州

行政议员甘纳巴迪劳表

示，在323户受惠家庭

中，州政府协助106户

重建家园和217户修建

家园。

“州政府子公司今年共拨出100万令吉协助贫穷家

庭修建或重建家园，以便这些弱势家庭能获得更理

想和舒适的居家环境。”

维持1500令吉贫穷线

甘纳巴迪劳11月7日在雪州立法议会回答士毛月区

州议员拿督佐汉阿都阿兹的提问时说，州政府共设

有两种援助方式，包括拨款5万令吉协助贫户重建家

园，以及拨款2万令吉修建家园，视有关申请者的住

家损坏程度而定。

“这323间重建和修建的房屋分布在雪州9个县

区，其中以沙白安南县最多，占80间。”

另一方面，雪州城市及乡村的家庭贫穷水平线维

持在1500令吉。

甘纳巴迪劳说，州行政议会在今年9月开会时议决

维持1500令吉的家庭贫穷水平线。

“因此，不论在雪州的城市或乡村地区，各部门

和机构必须按照相关水平线作为标准。”

他说在回答议员罗芝雅的提问时说，相比中央政

府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制定的900令吉和960令

吉的家庭贫穷水平线，州政府制定的1500令吉显得

更务实，并符合现今的经济局势。

10 新闻 #Selangor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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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提升服务

精明巴士明年照跑
（莎阿南讯）由于雪州精明巴士计划自推出

以来广受人民欢迎，州政府在2018年财政预算

案拨款3000万令吉继续该服务，尤其着重在中

低收入群住宅区和人潮据点。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精明巴士服务

未来将更锁定在中低廉价住宅区、学校、巴刹、医

院、高等教育学府和工业区的服务。

“截至今年9月30日，州政府已拨款4300万令吉

添置100辆精明巴士，在各地方政府管辖区提供30

条路线，并在3年内惠及2210万名搭客。”

他说，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之前也拨款1860万令

吉，添置22辆巴士，包括电动巴士，以在4条巴士

路线免费载送搭客。

“州政府的这项计划在今年9月24日也创下来马

来西亚纪录大全‘提供最多免费巴士服务的州政

府’纪录。

他说，为培养人民的健康生活方式，州政府也要

求各地方政府，包括市议会管辖区建设15公里脚车

道，以及县议会建设10公里脚车道，同时扩大租赁

脚车的服务。

▲雪州政府明年拨3000万令吉推行精明巴士计划。

为人民提供免费社区

载送服务的雪州精明巴

士 ， 自 2 0 1 5 年 7 月 1 日

在各地方政府管辖区开

跑以来，耗资的经费达

4300万令吉。

掌管工商及交通事务

的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

督邓章钦表示，由2015

年7月1日至2017年9月

30日，精明巴士的总开

销达4300万令吉，州政

府承担其中的3400万令

吉，地方政府则承担900

万令吉。

“州政府承担2015年

的350万令吉经费，至

于 在 2 0 1 6 年 的 总 开 销

1450万令吉中，州政府

承担1140万令吉，其余

310万令吉由地方政府承

担。”

在2017年，州政府承

担1864万令吉，地方政

府则承担586万令吉。

邓章钦也是双溪槟榔

区州议员。他11月7日在

雪州立法议会回答哥打

胡姬区州议员耶谷沙巴

里的提问时说，雪州精

明巴士目前在各地方政

府共设有30条路线。

“除了精明巴士服务

外，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也自行推出4辆灵市城市

巴士，为市民提供免费

的社区载送服务。”

耗4300万免费载客

▲邓章钦

宣传惠民计划
精明巴士上“ 打广告”
地方政府受促善用雪州精明巴士的宣传空间，广

泛宣传雪州政府推出的各项关爱人民（IPR）资讯，

让更多人民了解这些惠民计划。

掌管工商及交通事务的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表示，州政府采纳哥打胡姬区州议员耶谷沙巴

里的建议，指示11个地方政府在精明巴士上为雪

州“ 自家产品”打广告。

“一些政府机构，如雪州旅游局也有兴趣通过精

明巴士宣传雪州旅游景点。”

邓章钦11月8日在雪州立法议会参与2018年雪州财

政预算案总结环节时说，精明巴士上设有电视机，

因此州政府也计划从中播放一些宣传雪州政策和旅

游产品的广告，善用每一个宣传良机。

“根据记录，确实已有地方政府通过精明巴士上

的电视机宣传雪州注册。”

▲甘纳巴迪劳

助323户重建修复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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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
令吉

1000万
令吉

345万
令吉

付给
738大学生

4间高等学府

惠及998学子

雪州及中东学子
免息贷学金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继续扩大对大专生的

教育援助网络，明年再拨1000万令吉为在4家公

立大学和中东深造的雪州大专生提供免息贷学

金（Peduli Siswa）。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州政府在2017

年推出总额1000万令吉的大专生免息贷学金计划，

为有需要的大专生提供援助。

“这项计划深受大专生欢迎，截至今年10月份

共惠及738名大专生。如果这些大专生的学术成绩

卓越，可申请把这笔贷学金转为奖学金，豁免贷款

额。”

他说，符合资格的大专生必须在雪州境内的4家公

立大学深造，分别是雪州回教国际大学、布特拉大

学、国立大学，以及玛拉工艺大学。

“我之前出访中东与在当地留学的雪州大专生会

面时，他们向我申诉面对经济困境，因此州政府同

意从明年起也为他们提供这项贷学金便利。”

11新闻#Selangor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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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免息贷学金

扩大教育援助网

除了免息贷学金外，州政府在明年持续推

动多项教育援助计划，包括拨出390万令吉推

行免费的人民补习班计划。

阿兹敏说，人民补习班计划在2017年扩大

目标群，在今年耗资340万令吉惠及4775名

大马教育文凭、初中三评估和小六检定考试

考生，同时在明年拨390万令吉继续该计划。

“州政府明年将耗资500万令吉推行网上

补习班计划，州政府今年在此计划下同样耗

资500万令吉，惠及2355名大马教育文凭考

生。”

此外，州政府在执政初期推出的大专生深

造奖学金计划，迄今共耗资6330万令吉，并

惠及6万3304名大专生。在这项计划下，凡成

功进入本地大专院校就读的雪州大专生，即

可获得雪州政府提供的1000令吉奖励金。

阿兹敏说，州政府决定从明年起放宽这项

计划的申请条件，把申请者的家庭收入从

3000令吉调高至5000令吉，涉及的费用预计

达800万令吉。

“此外，州政府明年也会拨出200万令吉给

雪州大学，确保这所大学可继续迈向科学和

技术领域。”

关怀大专生计划

雪州政府在“雪州专才计

划”下共接获105份申请，以

争取州政府提供的全额奖学

金，赴海外修读博士课程。

掌管教育、人文发展、资

讯 工 艺 及 科 技 事 务 的 雪 州

行 政 议 员 聂 纳 兹 米 表 示 ，

雪州奖学金基金单位（TK-

WBNS）目前正考虑11名人

选的申请，批准他们获得奖

学金以赴海外著名大学修读

博士课程。

“雪州政府在去年11月15

日至1月31日，以及今年4月1

日至6月15日，让有意者申请

这份奖学金。”

聂纳兹米也是斯里瑟迪亚

区州议员。他11月6日在雪

州立法议会回答轰埠区州议

员拿督阿都苏古尔的提问时

说，州政府通过雪州奖学金

基金单位共设有3种奖学金，

供修读研究生文凭或研究生

水平的雪州学子申请。

“除了雪州专才计划外，

州政府也设有‘我的雪兰莪

奖学金’和‘雪州大臣特别

奖学金’。”

他说，总额500万令吉的“

我的雪兰莪” 奖学金自2016

年推出，州政府至今协助雪

兰莪大学和雪州回教国际大

学学院的286名学生。

“至于雪州大臣特别奖学

金的申请细则目前仍在处理

中，因此暂时未对外开放申

请。”

雪州政府在校园的“网上补习班”宣传计划面对重重

阻拦，导致负责单位必须费煞心思在校园外大力宣传，

希望协助更多有需要的学子获得这项网上复习便利。

掌管教育、人文发展、工艺资讯及创新事务的雪州行

政议员聂纳兹米表示，州政府了解校方所面对的难题，

碍于教育部指示无法放行让网上补习班负责单位进入校

园宣传。

“不过，我们认为类似的不合理事件不应发生在教育

界，毕竟州政府推出的网上补习班也是为了提升学子的

教育水平。”

聂纳兹米11月8日在雪州立法议会参与2018年雪州财政

预算案总结环节时说，网上补习班负责单位在面对诸多

阻拦的情况下，只好在校园外设法宣传这项惠民计划。

雪州政府在今年4月推出免费的“网上补习班”服务，

让大马教育文凭考生们在弹指之间接受网上补习的便

利。

这项补习班服务主要让学术成绩较弱的考生，能更轻

松的透过网上复习，并掌握数码科技的应用。参与者可

上网选择报考的科目，通过由资深老师提供的影音录像

复习。

网上补习班
被禁入校园宣传

▲聂纳兹米

海外修博士课程
逾100人申请奖学金

延续人民补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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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滤水站施工顺利

提升公共设施

改革地方政府服务
（莎阿南讯）雪州12个地

方政府明年获得总额2000万

令吉，提升各地的基建和公

共设施。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表示，州政府指示地方政府

善用这笔拨款以改善人民的居

住环境，尤其用作打造休闲公

园和绿肺。

“现代人对于生活的要求不

再仅仅局限于硬体设备，他们

还希望生活周遭有优美环境和

齐全设备，包括休闲设施和休

闲场所。”

因此，他指各地方政府必须

在管辖区物色合适地点，打造

更多舒适的城市绿肺，为亲子

们提供更多合适的活动场所，

也塑造体魄健康的人民。

阿兹敏在提呈2018年雪州财

政预算案时说，地方政府必须

关注的其他领域包括道路、排

水系统、桥梁和安全设施等。

此外，阿兹敏建议各地方政

府应保留20%储备金，作为提

升基建和公共设施的用途。

“州政府也建议地方政府善

用信托基金内的储蓄，作为公

共利益用途，造福民众。”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宣布明年拨出380万令

吉 ， 延 续 推 行 多 项 福 利 计

划。

他说，其中300万令吉用作

儿童的早期疗育用途，为特

殊孩童的教育及护理献出一

份力。

“这笔拨款也可用作特殊

需求，包括物理治疗、语言

治疗和水疗法等。”

此外，州政府也拨出80万

令吉作为残疾人士和乐龄人

士的发展计划。

阿兹敏说，州政府明年拨

出2800万令吉延续雪州乐龄

亲善基金，让州内60岁的长

者共享资源。

“我们也拨出500万令吉

继续推动雪州初生儿基金计

划，父母们可为家中未满3

岁的雪州新生儿登记报名，

以在孩子们年届18岁时享有

1500令吉奖励金。”

雪河公司收购案
布城再展延至明年7月

由于国际估价师针对雪河公司（SPLASH）的收购价报告迟迟未出

炉，中央政府再度展延这家公司的收购期限长达9个月，截至2018年7月4

日。

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表示，州政府早前接获能源、绿

色工艺及水务部的2封来函，指由于委任的独立国际估价师的收购报告还

没完成，因此建议把雪河公司收购案的限期再度由今年的10月5日，展延

至明年的7月4日。

阿兹敏11月7日在雪州立法议会上回 答柏马登区州议员拿督苏莱曼的提

问时说，州政府一直没有收到任何收购估价报告，雪河公司的收购案也

迟迟尚未敲定，因此州政府至今无法确定雪州水供工业重组计划所涉及

的经费。

此外，阿兹敏针对中央政府屡屡展延雪河公司收购案期限一事深表失

望，并促请布城采取更开明和诚信态度处理此事，以维护人民利益。

“对于雪州政府而言，由中央政府委任的国际估价师理应透明和公正

办事，当局也无需隐瞒收购估价。”

他说，由于水供收购案涉及双方利益，包括州政府必须确保收购价不

会对人民构成负担，因此促布城更透明处理此事。

“州政府至今对雪河公司的收购估价一无所知，也无从确认。”

士毛月（2）滤水站和

拉柏汉达刚滤水站工程

施工顺利，其中士毛月

（2）滤水站已完成87%

工程，预计可在今年12

月全面启用。

掌管基建、公共设施

及农基工业的雪州行政

议员再迪表示，截至今

年9月30日，士毛月滤水

站施工进度达87%，国

能电缆负责的电供也预

计将在本月中开启。

“按照目前的施工进

度，我们有信心士毛月

（2）滤水站可如期完

工，一旦启用后每日可

生产1亿公升净水。”

再迪11月8日在雪州

立法议会上回答丹绒士

拔区州议员哈欣哈山的

提问时说，至于落建在

瓜拉冷岳县的拉柏汉达

刚滤水站，工程进度截

至今年10月24日达12%

，预计在2018年12月竣

工。

他说，雪州政府耗资

巨款兴建上述两个滤水

站，确保雪隆区水供系

统更趋完善。

“其中，士毛月（2）

滤水站工程征用到3个私

人地段，拉柏汉达刚滤

水站工程则征用到100个

私人地段。”

他说，基于一些业主

不 满 意 征 地 的 赔 偿 数

额，不惜把案件带上法

庭，因此州政府将遵从

法庭判决以作出征地赔

偿。

380万推动福利计划

●修复儿童游乐场设施

●增加残疾人士停车位和无障碍
设施，如扶手、坡道和导盲通道

●提升公共交通衔接系统

●在治安黑区装设闭路
电视以保障民众安全

●提升美食中心以更具
卫生和现代化设计

●兴建有盖行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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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万协助中小企业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明年大幅度调高中

小企业领域的拨款，从今年的385万令吉增

加至明年的835万令吉。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表示，州政府

将善用这笔拨款以协助各项企业发展，包括为

中小企业商家提供微型企业贷款。

“中小企业是雪州经济的主脉之一，因此州

政府向来为中小企业商家提供各项援助，因此

明年将拨款225万令吉微型企业贷款给9县的商

家，为他们提供融资便利。”

 阿兹敏在提呈2018年雪州财政预算案时说，

共有128名雪州中小企业家在今年获得这笔微型

贷款，用作购买器材、提升营业单位和其他用

途，为其企业增值。

“此外，州政府也会拨出180万令吉作为企业

发展的宣传用途。”

此外，州政府在2018年拨出500万令吉作为预

防骨痛热症的拨款，全面向骨痛热症和黑斑蚊

宣战。

阿兹敏说，基于州政府之前采取的灭蚊和防

范措施奏效，导致今年的骨痛热症病例比起去

年同时期减少11%，因此决定明年拨出500万令

吉作为灭蚊用途。

“当局将在骨痛热症黑区展开灭蚊工作，同

时也采取各项防范措施，以免情况日渐肆虐。”

雪州政府通过“综合固体废料

管理中心”（ISWMC），提升

垃圾销毁及处理系统，把废料转

变成能源和肥料等有用资源。

掌管地方政府、非法工厂漂白

及新村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欧阳

捍华表示，州行政议会在5月18

日会议上批准由Worldwide控股

公司（WHB）在瓜雪而榄垃圾

土埋场邻近兴建这所固体废料管

理中心。

“综合固体废料管理中心是

一项全面性的废料处理系统，

涵 盖 的 设 备 具 废 料 转 至 能 源

（WTE）、资源再循环中心、

堆肥站、建筑废料再循环中心，

以及发展及开发研究所。”

9土埋场处理垃圾

他说，通过上述管理中心能把

废料转变成能源、肥料等有用资

源，而不再如以往般仅送往销

毁。

欧阳捍华也是史里肯邦安区州

议员。他11月7日在雪州立法议

会回答依约区州议员依德利斯

的提问时，指州内目前共有9个

垃圾土埋场，其中在2004年启

用的龙溪土埋场预计可使用至

2029年。

“龙溪土埋场的面积共140

英亩，每日可负荷250吨垃圾

量。”

他说，从2007年启用的梳邦

再也土埋场占地293英亩，每日

负荷量达3100吨，使用寿命至

2027年。占地160英亩的丹绒杜

亚布拉斯土埋场，使用寿命由

2010年至2027年。

“占地25英亩的班查柏德纳

土埋场，2016年启用，每日负

荷量达80吨。至于武吉达卡土

埋场占地400英亩，使用寿命预

计至2047年，每日负荷量达400

吨。”

此外，轰埠建材废料土埋场

在2007年启用，占地27英亩的

土埋场每日负荷量290吨，预计

可使用至2022年。双溪克达斯

建材废料土埋场则在2011年启

用，可使用至2018年，占地14

英亩的土埋场的负荷量达350

吨。

在2015年启用的吉胆岛建筑

材料土埋场则占地0.4英亩，可

使用至2020年。至于密斯叻斯

杜有限公司建筑材料土埋场在

2016年启用，占地42英亩的土

埋场每日可负荷270吨垃圾量，

预计可使用至2030年。

▲欧阳捍华

征4180万娱乐税
雪州政府截至今年9月30日共征收4180万令吉的

娱乐税，相比去年同时期减少250万令吉。

掌管地方政府、非法工厂漂白及新村事务的雪

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表示，州政府预计在2017年

征收的娱乐税总额将达5650万令吉，迄今已征收

到74%。

他说，在这笔4180万令吉娱乐税中，其中3840

万令吉来自戏院、340万令吉来自主题乐园、舞台

演出、演唱会、赛车和赛摩托车等活动。

欧阳捍华也是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他11月6日

在雪州立法议会上回答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的

娱乐税提问时说，州政府在今年征收的娱乐税相

比2016年同时期减少250万令吉，主因源自进入戏

院捧场的顾客远比去年减少。

欧阳捍华说，州政府建议拟定指南以管制设有

极限运动的休闲中心，包括处理相关的营业执照

申请。

“这份指南涵盖的领域包括沙滩车（ATV）、

水上运动，以及具备攀岩和蹦床等的室内主题公

园。”

他说，当局目前以私人运动中心类型发出执照

给上述活动业者，并未纳入1953年娱乐税法令

（103法令）下，业者再向顾客收取费用，因此州

政府目前正检讨此事。

设综合管理中心
让废料变能源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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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作产量

2600万推动精明农业

青年及体育发展

州 政 府 即 将 耗 资

3 0 0 万 令 吉 为 1 万 名

稻农投保，让这群农

民获得医药和生活保

障。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说，稻农

如今面对外国竞争、

气候变化和害虫等的

侵害，导致作业压力

日渐沉重。

“不过，稻农们还

是 辛 勤 的 在 田 内 弯

腰耕作，为养家糊口

和国家粮食贡献。所

以，州政府决定在明

年为稻农们推出这项

保险计划，保障他们

的生活。”

他说，稻农在这项

保险计划下将获得长

期保障，包括在生病

或失去工作能力时获

得保障，一旦受保人

逝世，其家属也能获

得一定的保障。

这项稻农保险相信

也是国内首个为农业

群投保的计划，显见

雪州政府关注农民生

计的一面。

▲阿米鲁丁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明

年拨款2600万令吉推行“

精明农业”领域，尤其采

用传感网络技术以获取精

准的作物环境和作物信

息，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

转变。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表示，当局将研究个性化的

精明农业方式，以生产更具营

养价值的农作物，提升城市的

粮食生产，推进社会经济成长

和打造绿色环境。

“我们也会仿效瑞士智能菜

园生态系统，在雪州策略地

区，尤其在城市推动‘精明社

区菜园’计划，采用高科技来

监控菜园的水质、土壤和害虫

控制等，提高城市地区的土地

使用质量。”

阿兹敏在提呈2018年雪州

财政预算案时说，州政府引起

高科技以运用在农业领域，并

放眼届时每年可生产总值5亿

令吉的农作物，以提升农业领

域目前占雪州国内生产总值

1.6%的比率。

他说，州政府将动用当中的

1294万令吉以提高各种农产

品的产量，包括稻谷、蔬果、

草药、水殖和畜牧业等。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

告，全球人口将在2050年增

至96亿，导致粮食需求届时将

激增70%。

然而，随着农业地段的局

限、水源需求激增和全球气候

变化，这项粮食需求将促使人

类面对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挑

战。

-500万令吉提升莎

阿南体育馆和美拉华

蒂体育馆

-350万令吉提升哥

打拉惹体育馆

-100万令吉提升适

耕庄韵律操体育馆

-220万提升州政府

体育设施

雪州青年和体育发展持续获

得州政府关注，在2018年将

获得2783万令吉发展预算。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表示，其中的1174万令吉

用作提升州内各县的体育设

施，打造雪州成为国内体坛的

龙头老大地位。

“当局将耗资500万令吉提

升莎阿南体育馆和美拉华蒂体

育馆、耗资350万令吉提升哥

打拉惹体育馆，及耗资100万

令吉提升适耕庄韵律操体育

馆。”此外，州政府拨出220

万令吉提升州政府管辖旗下的

体育设施。

500万奖励新婚青年

阿兹敏说，州政府也调整“

雪州青年政策”以培育更具素

质和竞争力的青年，而体育正

是其中一个有助栽培优质青年

的领域。

“我们也会拨出700万令吉

经费让雪州运动员们，备战

2018年马来西亚运动会。”

他也向再次祝贺在今年举办

的第29届东南亚运动会中，

勇夺全场总冠军的大马队伍。

“我也恭贺雪州体育理事会

成功举办2017年雪州越野脚

车赛，整体表现达到国际水

平，令人激赏。”

另一方面，阿兹敏宣布州政

府明年拨出909万令吉作为青

年发展，包括500万令吉延续

青年结婚奖励金计划。

“州政府将动用其中144万

令吉作为各地青年组织的活动

经费。”

拨2783万推动青年体育活动

雪州行政议员阿米鲁丁

表示，州政府从2015年

至2017年期间拨款2080

万令吉提升和修复体育设

施。

他说，这些提升工程大

致上已完成70%，预计将

在近期内完成。

“州政府未来将分阶段

逐步提升和修复各地体育

设施，确保运动员和民众

获得理想的运动场所，才

能发掘更多体育人才。”

掌管青年、体育、文化

及企业发展事务的阿米鲁

丁在雪州立法议会上说，

完善的体育设施有助运动

员 们 获 得 更 好 的 发 挥 水

平，为运动场上为国家和

雪州争光。

他说，共有139名雪州

运动员参与今年在吉隆坡

举办的东南亚运动会，在

大马队伍囊括的145面金

牌中，其中41面由雪州健

儿们所贡献。

逾2000万提升体育设施
300万为稻农投保

青年及体育发展

2783万令吉

700万令吉
运动员备战
2018年

大马运动会

1174万令吉
提升体育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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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讯）雪州政府明年拨出725万令吉

推广旅游业和手工艺品工业。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表示，州政府截

至今年9月份已推动25项旅游计划，尤其着重发

展生态旅游和生态体育。

“其中，我们今年大力推广瓜雪县的天空之境

景点，以及根登蓝湖的水上运动，吸引更多游客

的到来。”

雪州政府在2017年财政预算案中也拨巨款推动

旅游业，专注推动体育旅游项目，包括在瓜冷蚶

山的滑翔翼极限运动，成为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的地点。

此外，州政府明年也拨出520万令吉推动文化

艺术活动，普及化公共文化艺术。

阿兹敏说，当局明年将为国家文学作品设立展

览平台、举办雪州交响乐活动和各项文艺活动。

“州政府也会发掘和培养更多年轻的艺术家，

进一步推动公共文化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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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拨100万予槟州赈灾

725万推广旅游业

（槟城讯）赈灾不分你我！

马来西亚北马地区在今年11月初

遭遇大水灾的蹂躏，尤其槟城更是

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灾情，无数

灾黎的家园受重创。

雪州政府在北马大水灾发生后立

刻为灾黎伸出援手，宣布拨款100

万令吉协作为槟州赈灾用途，并动

用雪州各地方政府资源及300名志

愿者，全力参与槟州赈灾工作。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在

11月5日赶抵槟城，与槟州首长林

冠英召开的记者会上，作出这项赈

灾宣布。

阿兹敏说，雪州政府捐助100万

令吉协助槟州灾黎，同时调派雪州

地方政府官员赶往槟州支援，包括

动用必要的资源协助灾后展开灾后

清理工作。

“300名来自雪州的首批志愿者

已在5日下午动身赶槟州以伸出援

手，雪州政府会尽一切所能为槟城

州政府和灾黎提供援手。”

他对槟州今次所遭遇的水灾事件

深表同情，也赞赏首长林冠英的灾

难处理能力，尤其在过去48小时內

冷静及妥善安排救灾工作，力求把

对灾黎的伤害降至最低。

另一方面，槟州首长林冠英在会

上也感谢阿兹敏和起团队的支持，

与槟城人并肩参与赈灾工作。

“我感谢阿兹敏领导的雪州政府

今次给予的援助，包括他今日取消

所有行程，亲临槟州了解这里的灾

情，非常感谢他与我们同在。”

▲阿兹敏（左2）赶抵槟城了解灾情，并为槟州首长林冠英加油打气。

▲雪州拥有无数著名的旅游景点，包括近来非
常火红的天空之境。

（莎阿南讯）雪

州政府再宪报颁布

4县的414.531英亩

土地，成为原住民

保留地。

掌 管 旅 游 、 环

境、绿色工艺及消

费人事务的雪州行

政 议 员 黄 洁 冰 表

示，这些宪报为原

住民保留地的地区涉及4县，分别是在2013

年10月24日宪报的乌鲁雪兰莪的双溪嘉吉粦

（Sungai Jang Kerling）原住民村落，占地

4.18英亩。

其他两个是在2017年10月26日宪报的瓜拉

冷岳蒂沙花园的克曼多（Kemandol）原住民

村落，占地86.79英亩，以及加厘岛双溪普本

（Sungai Bumbun）原住民村落，占地313英

亩。

“此外，州政府也宪报雪邦的9.04英亩的巴

哥原住民村落，以及巴生县苏丹苏莱曼丹绒

哈拉班的3英亩原住民保留地。”

黄洁冰也是双溪兰樟区州议员。她11月6日

在雪州立法议会回答新古毛区州议员李继香

的提问时，如是表示。

此外，黄洁冰指雪州行政议会之前也援引

1954年原住民法令第7条文，宪报颁布雪邦和

瓜拉冷岳县的564.833英亩土地成为原住民保

留地。

（莎阿南讯）雪州政

府考虑采用更环保低碳

的电动汽车充当官车。

掌管旅游、环境、绿

色工艺及消费人事务的

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表

示，由于电动汽车相比

传统燃油汽车在节能减

排 效 果 上 更 具 环 保 效

应，州政府正考虑采用

电动汽车充当州行政团

队成员和官方车辆的用

途。

“不过，我们只会在

现有的官车报废年限届

满时，才会落实这项电动汽车的措施，目前还不是

时候。”

黄洁冰11月8日在雪州立法议会上说，州政府在环

保政策上从来不落人后，并与地方政府和民众推动

多项环保运动。

“在2018年雪州财政预算案中，州政府也同意拨

款200万令吉持续落实2016年至2018年雪州绿色工

艺大蓝图。”

她说，州内目前在88个地点共设有109个电动汽

车充电站，进一步鼓励民众使用更环保低碳的电动

汽车。

“此外，州政府也耗资137万令吉推行33项环保

活动，包括在建筑物装设太阳能电池板、集雨系统

和设立脚车专行道等。”

▲黄洁冰

保障原住民权益
宪报414英亩保留地

▲雪州目前在88个地点
设有109个电动汽车充电
站。

推动绿化减碳
官车报废换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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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东盟大门

2500万促进经贸

▲雪州成为外国商家进军东盟的大门，其中雪州国际商展会每年吸引上万
人入场。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在明年拨

出2500万令吉推进“雪州投资促进

机构”（Invest Selangor）的活

动，包括出国招商以继续保持该州

作为大马经济火车头的地位。

雪 州 大 臣 拿 督 斯 里 阿 兹 敏 阿 里 表

示，拥有策略地理位置和发展优势的

雪州近来吸取的投资总额可能高达4亿

500万令吉，涵盖宇航工业、汽车工业

和电子电器。

“州政府也计划把赛城打造成为雪

州商贸中心，届时这个具国际水准的

中心设备齐全，打塑造雪州成为外资

进军东盟市场的投资门槛。”

阿兹敏11月3日在雪州立法议会提

呈2018年雪州财政预算案时说，州政

府将与私人界合作，共同推动经贸发

展。

此外，州政府明年也会拨出900万令

吉延续举办“雪兰莪国际商业峰会”.

阿兹敏说，在2017年举办的雪州国

际商业峰会成功吸引超过3000人参

与，其中3项重点活动更获得热烈响

应。这3场活动分别是雪州精明城市与

未来商业大会、雪兰莪-东南亚商业会

议，以及雪州国际商展会。

“峰会成为东南亚区域商家的交流

平台，而国际商展会更吸引1万6694

人入场，交易额更高达2亿420万令

吉。”

迈向精明城市
精明雪州指挥中心（SSCC）善用

智能科技开发供各地方政府使用的“

电子钱包”软件，落实电子缴付停车

费，引领雪州迈向本区域精明州的宏

愿。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

该中心在成立的短短一年半内已推动

14项先锋计划，包括推出 “i-Clean”

智能系统管理垃圾问题、展开巴生河

清洁工作、免费无线宽频服务、与导

航应用程序Waze合作以处理路洞问题

等。

“这个指挥中心未来将负责库存和

集中处理一切有关雪州的数据，作

为分析用途，以通过卫星系统监督林

火、环境污染等工作。”

他说，该中心如今也研究开发两项

智能手机应用程式，其一应用程式主

要方便精明巴士搭客准确掌握巴士到

站时间，另一应用方式则让用户通

过“电子钱包”软件缴付各地方政府

的停车费，省去费时找零钱或停车固

本的麻烦。

“为强化精明州的建设，我建议明

年拨出1060万令吉作为数码基建发

展，包括改良公民伙伴关系（PCP）

平台。”

他说，州政府也拨出1100万令吉落

实智能巴士站计划，以及加强与工业

界的物联网发展。

雪州政府致力建设更完善的生物科

技基建，让该领域引领雪州成为本区

域首屈一指的研发中心，吸引更多外

资的青睐。

1000万设生物科技研发基金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表示，州政府明年将注入1000万令吉种子资本

（seed capital），作为生物科技研发领域预算。

“雪州生物科技湾也会发展创意走廊计划，所以当中也会在英达岛推出生物

谷中心，专注生物领域研发工作。”

此外，阿兹敏指雪州制造业在2016年成功吸引总额78亿令吉的投资额，远远

超越所预定的60亿令吉目标。

“雪州投资促进机构放眼今年能在该领域获得65亿令吉投资。”

他说，顺应全球迈入工业革命4.0的年代，全球把目光锁定在高科技及高产值

的领域，包括电子商务、生物科技、宇航工业和清真行业，所以州政府必须及

时转型以抢攻先机。

生物谷中心

闻名的研究所

研发项目基金

1000万
令吉

种子资本

促进经贸及投资开明政策招商
雪州政府采取开明政策，并积极出国招商以鼓励

外资入驻，进一步巩固雪州的经济发展。

掌管工商及交通事务的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说，州政府对各国抱持开明及开放态度，鼓励

外资进入雪州投资。

“州政府认为，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

国存在无限潜能，所以我们积极向中国招商，包括

着重在本地投资高科技行业等。”

邓章钦也是双溪槟榔区州议员。他讥讽一些国阵

议员不了解雪州政府的招商政策和远见，并促对方

不要在不明就里下展现无知的一面。

此外，邓章钦强调，雪州政府并不像中央政府执

政的州属般，通过“卖地政策”方式来鼓励外资到

当地投资。

“我们不需要向任何国家下跪，也无需通过卖地

方式来吸引外资。雪州政府策略环境和政策，鼓励

外国商家到这里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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