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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呈23.3亿预算案
（莎阿南讯）雪兰莪州政府提呈总

开销高达23亿3300万令吉的2020年

财政预算案，行政开销占12亿令吉

（51.44%），发展开销则占11亿3300

万令吉（48.56%）。

雪州明年的财政赤字大有改善，预计

从2019年的3亿6000万令吉，减至1亿

3300万令吉。

阿米鲁丁11月1日下午3时在雪州立法

议会第二次以雪州大臣身份，提呈这份

以“雪兰莪卓越州属，文明生活”为主

题的2020年雪州财政预算案。

阿米鲁丁说，雪州的国内生产总值持

续位居全国榜首，而且不断扩大贡献，

从2017年的23.2%或3019亿6000万令

吉，提高至2018年的23.7%或3226亿令

吉，傲视全国。

“州政府向来秉持撙节开销的施政方

针，以强化工作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及

疏漏，尽量把赤字减至合理水平。”

5策略落实财案

阿米鲁丁说，基于强稳和具竞争力的

财务状况，州政府明年提呈总开销逾23

亿令吉的财案，其中行政开销预算共12

亿令吉（51.44%），发展开销预算共11

亿3300万令吉（48.56%）。

“为了配合可持续性发展的需求，预

计明年的赤字将达1亿3300万令吉，相比

2019年的3亿6000万令吉减少。”

他说，州政府明年将通过5大策略落

实这项预算案，即促进雪州经济增长和

自立能力、规划卓越教育议程、创建安

全、健康及和谐的雪州、确保环境的可

持续性，以及达致社会稳健持续发展。

“州政府自2015年起采用的‘节省原

则招标方式’，至今年10月18日从574项

耗资40亿令吉的工程中已省下5亿4540万

令吉，善用资源更好的照顾人民福祉。

在明年的11亿3300万令吉发展开销

中，主要分作5大领域的发展用途，分别

是：强化经济、教育、治安、医疗保健

和环境及社区。

阿米鲁丁说，州政府高度重视基本建

设发展，该领域占明年发展开销的31.2%

预算，以刺激雪州经济；29.9%发展预算

则用以推动各领域的经济。

“我们将善用这笔发展开销以刺激和

带动州内的各行各业，让雪州各阶层人

民安居乐业。”

明年总收入料22亿
雪兰莪州在2020年的总收入估计达22亿令吉。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雪州在明年的总收入方

面，预计土地用途转换税将是最主要的收入来

源，达9亿6840万令吉，占44.02%。

第二大的收入来源是贡献5亿6821万令吉的地

税，占25.83%；以及联邦政府拨款占2亿2484万

令吉，占10.22%。

他说，州政府在2018年的总收入是19亿9851

万7036令吉23仙，其中非征税收入达6亿5454万

令吉，非税收的收入达10亿600万令吉，以及非

税务收入2亿8246万令吉。

他说，州政府截至今年10月18日的总收入达18

亿9000万令吉，达到预计总收入22亿7000万令

吉的的83.54%。

“ 州 政 府 的 税 收 收 入 达 6 亿 4 2 9 4 万 令 吉

（92.21%），非征税收入达10亿1200万令吉

（76.07%），以及非税务收入达2亿4029令吉

（99.76%）。

他说，相比2018年同时期的总收入17亿2000

万令吉（76.66%）州政府今年在各项收入方面有

所增长，表现值得赞赏。

雪州政府延续从2017年起指示

各部门每年节省5%行政开销的

撙节方针，明年预计可从中节省

4095万令吉，令州政府在4年期间

料可省下2亿7606万令吉。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州政府

从2017年起指示各部门每年尽量

使用所获得的95%行政开销，从

中节省5%预算。

“这项措施令政府在2018年节

省了1亿令吉开销，至2019年已节

省了2亿3510万令吉。所以，我们

预计各部门在2020年能减少4%行

政开销，至明年所省下的行政开

销料可达2亿7606万令吉。”

他说，在明年的12亿令吉行政

开销中，公务员薪资占4亿3076万

令吉、服务及供应占5亿695万令

吉、固定费用占1亿6129万令吉、

添购资产占447万令吉，以及其他

开销占9653万令吉。

各部门递减5%行政开销

总开销

23.3亿令吉

行政开销
12亿令吉

公务员薪资

4.3亿令吉

服务及供应

5.06亿令吉

添购资产

447万令吉

固定费用

1.61亿令吉

其他开销

9653万令吉

发展开销
11.3亿令吉

强化经济

教育

治安/
医疗

环境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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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雪州计划

5000万令吉

 创意奖掖
鼓励人工智慧发展

60万令吉

3策略1：经济

雪州政府明年拨出3680万令吉加强商贸及投资

活动，打造雪兰莪成为东南亚区域的贸易中心。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提呈2020年雪州财政预算

案时说，雪州投资促进机构明年将获得1100万令

吉继续举办“雪兰莪国际商业峰会”，稳固雪州

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

“投资及中小型工业在带动雪州经济成长方面

扮演重要角色，而亲善的投资政策及稳定局势促

使雪兰莪成为全马首要的投资地点。”

他说，雪州从今年1月至6月共批准132项制造

业计划，投资总额达59亿6000万令吉，其中21亿

5000万令吉是本地投资，38亿1500万令吉是外

国投资，制造了7000个就业机会。

“基于目前凌厉的投资走势，我相信雪州今年

能取得100亿令吉投资额的目标，明年则把目标

定在120亿令吉。”

他说，政府明年将拨款1900万令吉作为促进海

外投资的宣传工作。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雪州立法议会提呈

2020年雪州财政预算案。

5000万延续精明计划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在2020年拨款5000万令吉

延续“精明雪州”计划，采用先进科技造福各阶

层人民，放眼至2025年达致“智慧州”的目标。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提呈2020年雪州财政预算案时

说，按照各项精明雪州计划的进度，雪州迄今已达到

26%进度，相信在各项努力下，至明年杪的进度可达

46%。

“为了实现在2025年成为智慧州的宏愿，州政府在

未来6年将拨款3亿令吉落实各项精明雪州计划，同时

鼓励私人界和投资者积极参与，通过一比一的资助方

式，让这项计划获得总额6亿令吉拨款。”

他说，州政府明年将持续着重数项精明雪州计划，包

括设立收据大数据的指挥中心，以便与警方、陆路交通

局和其他安保单位连线，加强社区治安。

“雪州也会发展千兆以网络（SeGNet）和数据中

心，采用先进科技建立州政府的云端数据网络，确保一

旦发生灾难时可取回这些数据。”

他说，州政府明年将拨出总额60万令吉的创意奖

掖，鼓励海内外的私人界与本地研究院合作，加速人工

智慧领域的成长。

“州政府明年也会资助举办“020年雪州国际电子竞

技比赛，发掘更多这方面的人才。

获腾讯华为投资
设雪州商业综合区

雪州政府明年将与全球科技巨头华为和腾讯合

作，推出称为“雪兰莪商业中心”（SBC）的综合

发展计划，打造雪兰莪成为东南亚区域的智慧州。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雪州商业中心的优势在于

其策略的地理位置，处于赛城、布城与吉隆坡国际

机场和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之间。

“这项发展计划将融合智能金融区的理念，在先

进技术方面扮演犹如‘沙盒’的角色，为服务业和

商家提供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阿米鲁丁称，中国企业巨头腾讯和华为也将投资

该计划，预计发展总值或达120亿令吉。

“有关计划将为客户提供世界一流的会议和会议

中心、五星级酒店、购物中心，办公和商务场所、

住宅楼和其他支援设施。”

3680万推动商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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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发展

1.78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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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州政府在2020年拨款1亿7800万令吉展开各项道路工程。

3000万综合微贷
料惠3000小商家

雪州综合微型贷款计划（Hijrah）在2020年获得3000万令吉拨

款，料惠及3000名小商家以获得免利息和免担保的融资便利。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该计划推出迄今至今年8月31日共贷出4亿

6000万令吉给4万6352名小商家，借贷者的摊还率也逾80%，表现理

想。

“根据借贷数据，其中3万7163名借贷者正在分期摊还总额3亿

2289万3000令吉贷款，至于9189人已缴清贷款，并重新再借贷。”

他说，基于该计划获得热烈响应，州政府明年将拨款3000万令吉

作为融资用途，协助更多有需要的小商家创业或扩充营业。

此外，州政府明年将拨款2359万令吉作为农业用途，同时拨款

1196万令吉延续给农民、渔民及牧民的补贴，包括915万令吉、191

万令吉及90万令吉，并以工具设备等形式分别给农民、牧民及渔民作

为补助。

在旅游业方面，政府将拨款970万令吉发展无烟工业。

1.78亿提升道路基建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明

年拨款1亿7800万令吉给公

共工程局，以兴建和提升各

项道路设施。

雪 州 大 臣 阿 米 鲁 丁 在 提 呈

2020年雪州财政预算案时说，

政府明年将拨款1180万令吉兴

建桥梁和行人天桥，包括施工

期间的瓜雪兰斗班让桥梁和鹅

唛双溪根登桥梁工程。

“ 此 外 ， 我 们 明 年 将 拨 款

5210万令吉以延续新路兴建

工程，这些新路大多数途经新

兴地区，可带动各经济集群区

的发展，包括鹅唛、雪邦和瓜

冷。”

阿米鲁丁说，州政府也拨款

9475万令吉提升现有的道路，

以应付繁忙的交通网络需求，

其中900万令吉拨款将提升各

县级道路设施、安装交通灯和

路灯，以及235万令吉修复斜

坡。

“670万令吉明年将拨作工

程研究经费，以探讨数项道路

提升工程的可行性。”

他说，截至今年9月20日，

雪州公共工程局完成20个基建

工程，14个计划在施工阶段，

以及18个计划在规划阶段。

雪州水利灌溉局明年将获得总额8440

万令吉预算，其中防洪计划获得5219万

令吉，占了62%的拨款预算。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当中的2684万

令吉用以提升排水系统、70万令吉作为

河畔发展经费、96万令吉水文及水源领

域发展、亲环境排水系统管理计划60万

令吉、海边发展计划占140万令吉，以

及水电基建发展占170万令吉。

“在总额8440万令吉的拨款中，62%

预算用以防洪计划，32%用以提升现有

的排水系统。”

阿米鲁丁深信一旦上述防洪计划和排

水系统提升后，可纾缓各地目前所面对

的水灾困境。

获得最大数额的3个防洪计划分别

是：巴生班达马兰防洪计划540万令

吉、轰埠河防洪计划750万令吉，以及

拉布河防洪计划950万令吉。

在提升排水系统方面，州政府拨出

2684万令吉作为11个计划经费，以提

升主要排水沟和加深排水沟。其中，巴

生县的中路镇和甘榜爪哇获得1600万令

吉、八打灵县的甘榜武吉兰钟和甘榜双

溪巴鲁获得400万令吉，以及蒲种甘榜

斯里安曼获得400令吉拨款。

高产量农业

2359万令吉

农民、
渔民及牧民补贴

1196万令吉

提升排水系统
及防洪工程

8440万令吉

拨8440万防洪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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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雪用户续享免费水
新机制明年3月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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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政府截至今年10月18

日的储备金高达23亿2000万

令吉，财务表现卓越。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州

政 府 的 公 帑 分 为 现 金 和 投

资，分别存入3个户头，即综

合收入户头、信托户头和借

贷户头。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雪州储备金高达21亿3537万

5481令吉40仙；这笔储备金

截至今年10月18日已增加至

23亿2000万令吉。”

他说，州政府在同时期的

14亿令吉发展总开销中，表

现达到69.48%，2018年获

得的16亿6000万令吉则达到

68.16%。

至于今年获得的12亿8000

万令吉行政开销中，表现达

到68.05%，2018年则获得14

亿6000万令吉总额，表现为

72.49%。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从2020年3月1日

起将落实全新的20立方米免费水机制，凡

家庭收入4000令吉或以下的用户符合申请

资格，预计65%的雪州水供用户或60万人

可继续受惠。

州政府从今年起也与雪州水务管理有限公司

（Air Selangor），共同承担免费水计划的开

销。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提呈2020年雪州财政预

算案时说，为了确保真正有需要者受惠于免费

水计划，州政府早前经调整推出称为“达鲁益

山免费水”计划，从明年3月1日起生效。

“州政府在2019年起与雪州水务管理有限公

司共同承担免费水计划的开销，以便把省下的

拨款用以其他惠民发展。”

阿米鲁丁在较后的记者会上说，预计65%或

120万个水供用户可在新机制下继续受惠，相

关申请条件包括定居在雪州和家庭收入少过

4000令吉。

“我们预计60万人从明年3月起可继续享有

免费水优惠，惟所有居家水供用户在这之前也

会继续享有。”

任何有兴趣申请免费水计划的民众，可浏

览：www.ssipr.selangor.gov.my。

*雪州政府在2020年拨款数项的水供提升服
务计划：

•委任顾问公司研究兴建双溪拉骚滤水站计

划：研究工作从今年10月1日至明年9月30日，

一旦增设该滤水站将可增加5亿公升的日均净

水量。

•拨款1亿1650万令吉作为水供基建发展经

费，包括充当拉柏汉达岗滤水站第二期工程经

费。

•雪州水务有限公司至2020年将耗资1亿

2400万令吉更换全长150公里的旧水管。

•冷岳河2滤水站从2020年1月1日起的净水生

产将纳入雪州水务管理有限公司的配水系统，

以期把现有的2.38%储备水提高至7.76%。

100天批准土地投资
在雪州政府明年起推出的“100天批准政策”中，各地方政

府今后须在100天内批准与土地发展规划和相关事宜的申请，

为投资者营造更高效的亲商环境。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高效和简易的公共传递服务将主宰雪

州是否能如期晋身智慧州，因此州政府决定推出“100天批准

政策”。

“我们设定100天为土地发展规划等相关事务从申请至批准

的最长期限，它将作为各市长、县市议会主席和县长的关键表

现指标。”

不过，阿米鲁丁强调纵使州政府致力为商家提供亲商环境，

但任何一方仍需遵守法律和程序办事，政府对此决不妥协。

此外，州政府在明年第一季度也会成立“雪州轻松经商特别

工作队”（PEMUDAH Selangor）,负责协议和监督各相关单

位在这方面的效率。

储备金达23.2亿令吉

水供发展计划

1.16亿令吉
拉柏汉达岗滤水站

第2期工程

更换旧水管

1.24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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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 闻

3.34亿拨款强化教育
策略2 ：规划卓越教育议程

（莎阿南讯）教育领域在2020年雪州财政预算案获得3亿3415万

令吉（14%）的拨款，比起2019年的11%来得更高，以规划卓越的

教育议程。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州政府明年的财案总开销达22亿令吉，教育

拨款就占了其中的14%，因为州政府了解教育是强国富民之本。

“我们必须通过教育栽培一群高学识和有诚信的人才，未来才能带

领雪州迈向卓越州属的目标。”

阿米鲁丁11月1日在提呈2020年雪州财政预算案时说，州政府

未来会继续努力以确保每个雪州人民都有机会接受完整教育。

*雪州在2020年的其他教育拨款计划：
•拨款1000万令吉落实免费补习班，除了涵盖大马教育

文凭外，也应付2020年的小六检定考试。

•拨款300万令吉延续雪州幼苗计划 (TUNAS)，

料有5000名幼童受益。

•拨款400万令吉通过BITARA计划为在国外

修读博士课程的雪州人民提供全额奖学金。

•拨款100万令吉成立学术工业咨询委员

会（MKAIS），让学者在研究、社

会经济与文化发展。

•拨款2000万令吉更有效的落

实“雪州精明技能教育计

划”（IKTISASS）。

•拨款1660万令吉作

为奖贷学金计划。

雪州明年持续制度化拨款2600万令吉给各源流学校，包

括惠及华文小学和国民型中学。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州政府在明年拨出2600万令吉

协助有需要的各源流学校提升基本建设，惠及人民宗教学

校、华文小学、淡米尔小学、教会学校和国民型学校。

州政府从2017年起把各源流学校的拨款从1600万令吉增

加至2400万令吉，以惠及教会学校和国民型中学，如今再

增加至2600万令吉。

此外，州政府也拨款245万令吉作为雪州大专生进入

本地大学深造，可获得1000令吉奖励金的用途。

阿米鲁丁说，州政府明年起把大学深造奖励金

申请者的家庭收入条件，从原有的3000令吉修

订至5000令吉或以下，让更多学子受惠，共

享雪州的发展成果。

“截至目前，共有7万1446名雪州大

专生受惠其中。”

在该深造奖励金计划下，凡成

功进入本地大学深造的雪州学

子，提出申请即可获得1000

令吉奖励金。

各源流学校享2600万拨款

BITARA 计划
400万令吉

免费补习班
1000万令吉

惠及SPM和UPSR考生

学术工业咨询
委员会

研究奖掖
100万令吉

2000万令吉

雪州幼苗计划
300万令吉

惠及5000幼童

研究及创意发展
300万令吉

雪州大学生聚会
100万令吉
供海内外

雪州
精明技能
教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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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至8.5万受惠者

7创建安全、健康及和谐雪州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明年将

拨巨额4250万令吉延续“关怀

人民健康”医药卡计划（Skim 

Peduli Sihat），同时新增2万名

符合资格的受惠者，扩大受惠群

至8万5000人。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拥有健康

体魄的人民才能更快速带动雪州经

济，所以州政府明年将增加这项基

本医疗保健计划的受惠人数。

“州政府也会确保这项免费的基

本医疗服务，真正惠及符合资格的

家庭。”

此外，阿米鲁丁在提呈2020年雪

州财政预算案时说，州政府明年拨

款500万令吉对抗日渐肆虐的骨痛热

症，包括在各地展开黑斑蚊预防活

动。

“为了打造更健康和安全的雪兰

莪，州政府明年也拨款200万令吉资

助家庭收入少于1000令吉的肺结核

患者，接受6个月的完整治疗。”

*其他的医疗保健福利：
•拨款500万令吉推动社区健康生

活运动。

•拨款100万令吉宣导精神病症醒

觉及预防运动，以解决和减少精神

疾病发生率。

•拨款100万令吉继续落实“关怀

公务员健康”医药卡计划。

•拨款50万令吉资助1000名公务员

前往私人诊疗所进行身体检查。

•为雪州494名马来村、华人新村

和印裔社区村长集体投保，一旦村

长遭遇死亡或永久残缺，可获得1万

5000令吉受保额，1万3000令吉住

院费，以及1000令吉死亡抚恤金。

为打造更安居乐业

的生活环境，雪州政

府明年将在各地安装

5000台闭路电视，以

防范和打击罪案。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说，这些闭路电视具

备脸部辨识功能，并

衔接至当局的指挥中

心，可收集相关数据

以 作 为 社 区 治 安 用

途。

“ 在 大 马 政 府 从

2004年推出的安全城

市计划中，安装闭路

电视是保障社区治安

的措施之一。为了确

保这批即将安装的闭

路电视能应付科技变

化所需，州政府将在

器材中增设科技更新

技术。”

他说，州政府将听

取警方和地方政府的

意见，才鉴定安装闭

路电视的地点。截至

目前，雪州境内共安

装了775台闭路电视。

此外，阿米鲁丁指

出州政府明年将拨款

200万令吉，让9个地

方政府的180名执法人

员参与辅警计划。

“这项辅警计划涉

及 9 个 地 方 政 府 ， 包

括2个市政厅、6个市

议 会 ， 以 及 1 个 县 议

会。”

外籍人士从明年起需缴付

每趟1令吉车资以乘搭精明

雪州巴士，本地人士则可继

续免费乘搭！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精

明雪州传递单位将在所有的

精明巴士上安装身份认证

器，国人上巴士后只需以身

份证扫描即可免费乘搭。

“我们向外籍人士收取每

趟1令吉车资，作为今后的

维修巴士和增设巴士路线用

途。”

他说，雪州精明巴士目前

共设有41条路线，川行于

11个地方政府管辖区，以

及共有130辆巴士上路，为

人民提供免费的社区载送服

务。

“截至今年8月31日，雪

州精明巴士的乘客量高达

3800万人次，明年将拨款

3000万令吉继续推动这项

计划。”

他也提醒各地方政府在设

定精明巴士路线时需更谨

慎，包括衔接至各公共交通

站点，包括轻快铁站、捷运

站，鼓励更多民众乘搭精明

巴士。

医疗保健

健康医药卡 4250万令吉

肺结核治疗 200万令吉
3750受惠者

骨痛热症预防及控制 500万令吉

社区健康活动 150万令吉

精神疾病预防及醒觉 100万令吉

公务员健康检查 100万令吉

为马来村长、华人新村和印裔社区
村长集体投保    

-1.5万令吉死亡或永久残缺受保额
-1.3万令吉住院费保障
-1000令吉死亡抚恤金

具脸部辨识功能
装5000台电眼防罪案

外籍者明年起需缴1令吉车资
本地人续免费搭精明巴士

4250万延续关怀医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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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elangor 2020 画 页

▲

▲

民众透过直播或智能手机 ，收看由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提呈的2020年雪州财政预

算案。

▲雪兰莪州政府子公司的代表现身州议会，聆听2020年雪州财政预算案的公布。

▲雪兰莪立法议会在11月1日提呈2020年财政预算案。

▲2020年雪兰莪财政预算案文件。

▲雪兰莪州立法议会议长黄瑞林（右3起）和副手达罗雅。

▲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右2）在提呈2020年雪州财政预算案后召开记者会。

▲雪兰莪朝野议员出席州立法议会。

▲

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

雪兰莪 • 卓越州属   文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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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环境发展
的可持续性

在各地方政府建筑物安装太阳能电板

在主要城市植树  50万令吉

雪州人民公园 4000万令吉

各地方政府设立资源回收中心
60万令吉

成立绿色志愿者 150万令吉

成立“河流之友” 50万令吉
推动河流保护计划

郊区垃圾管理 685万令吉

在特定村落设立资源回收中心
50万令吉

10民生民声 保障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

685万处理郊区垃圾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明年将拨

款685万令吉处理郊区和分层地契

住宅区的固体废料及大型垃圾，

并拨款500万令吉在数个特定村落

成立资源回收中心。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提呈2020年财

政预算案时说，根据数据，雪州如今

日均的垃圾处理量高达7000吨，其中

500吨垃圾来自郊区的220万人口。

“这些郊区一般上面对外来者从外

运来垃圾倾倒，以及失控的垃圾堆问

题，所以州政府拨款协助一些财务能

力欠理想的地方政府处理这些非法垃

圾问题。”

此外，州政府在2020年将更关注绿

色技术发展，确保雪州朝向全面性的

永续发展。

阿米鲁丁说，州政府计划在政府建

筑物安装太阳能装置，同时配合低碳

城市框架（LCCF）计划下，计划拨

款50万令吉在主要城市种植5000棵树

木，放眼至2030年能减低40%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目标。

“雪州从明年起也会执行城市花园

概念，实现绿色模式以维护社区生

活，并拨款60万令吉在地方政府设立

资源回收中心，让人民拥有更高质量

的生活水平。”

成立绿色志愿者
监督露天焚烧及环境污染

雪州政府拨款150万令吉通过各地方政府成立“绿色

志愿者”，以定期在社区举办绿色环保运动，并充当露

天焚烧活动和环境污染事件的耳目。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由于柔佛金金河在今年3月发

生河流受化学污染事件，影响超过2000民众的健康及

导致111所学校停课，加上9月烟霾情况也导致雪州各学

校被迫停课，证明了保护环境的工作刻不容缓。

“因此，州政府明年决定拨款150万令吉通过各地方

政府成立绿色志愿者，定期在社区举办环保、绿化景观

和清洁环境的活动。”

他说，这些志愿者也将扮演地方政府的耳目，协助杜

绝露天焚烧和污染事件。

阿米鲁丁说，州政府拨款50万令吉推动河流保护计

划，包括成立“河流之友”计划。

“此外，政府建议在州政府大厦安装太阳能电板，并

鼓励地方政府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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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策略5：稳健及持续的社会发展

为了让更多符合资格的家庭主妇受惠，雪

州政府从明年起增加5000个“雪州精明母

亲关怀计划”（KISS）的受惠名额，令受

惠者增至2万5000人。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这项计划自

2017年起推出迄今惠及近5000名家庭主

妇，她们每月能以州政府补贴的200令吉添

购日常用品，减轻家庭负担。

“为了感激和肯定家庭主妇的贡献，州政

府同意明年拨款总额6200万令吉延续这计

划，包括增加1200万令吉以增加5000个受

惠者名额，令受惠者从2万人增至2万5000

人。”

此外，州政府明年拨款20万令吉推行“

居家办公计划”，对象包括雪州精明母亲关

怀计划受惠者，包括全职家庭主妇、单身母

亲及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妇女，以便她们有能

力赚取生计。

阿米鲁丁说，州政府也拨款100万令吉以

解决社会问题及罪案问题。

“在青年及体育发展方面将获得924万令

吉拨款，以提升基设及发展州内的体育运

动，其中体育方面的发展拨款达700万令

吉。”

300万援助特殊人士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持续关注特

殊人士，尤其是特殊孩童的需求，明

年拨款300万令吉作为特殊人士的亲善

政策拨款。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提呈2020年财

政预算案时说，州政府明年拨款50万

令吉延续“雪州特殊孩童援助金”计划

（ANIS），补贴需要为家中特殊孩童购

买康复器材或治疗药物的家长，以减轻照

料者的经济负担。

“政府也拨款100万令吉延续特殊孩童

教育津贴，即每名定期在预早治疗中心接

受治疗的特殊孩童，且符合雪州特殊人

士行动理事会制定的条件，即可享有每月

200令吉，或每年2400令吉补贴。”

此外，政府也拨款50万令吉作为特殊儿

童育儿培训课程，至今共有736名学前教

育机构的老师接受该培训课程，以及368

间幼儿园拥有相关导师，迄今共有256名

特殊孩童在这些教育机构接受教育。

“我们也拨款100万令吉成立雪州特殊

儿童基金会（YAnIS），负责处理州内的

特殊人士的相关计划，包括日常行政、寻

找培训专才和筹集款项等。”

消贫拨款增至250万
雪州政府致力推动消除贫穷计划，明年把“消灭贫穷蓝图

援助”计划的拨款增加至250万令吉，为小商家提供经商器

具和物品，协助他们和家庭摆脱贫困。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这项援助计划主要惠及单身收入

少于1500令吉，或家庭月收入少于3000令吉的小商家。

“州政府将视申请者的从事行业和需求，为他们提供所需

的器具和机器等。所以，州政府明年把这项计划的拨款从

200万令吉，增加至250万令吉。”

雪州政府拨款2000万令吉推

行在雪州乐龄亲善基金下的“

走，一起去购物”计划，让超

过20万名会员每年可享有100

令吉购物劵的优惠。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这

项活动主要肯定和感激乐龄人

士 对 社 会 的 贡 献 ， 州 政 府 将

配合会员的生日和各族传统佳

节，派发购物劵。

此 外 ， 州 政 府 明 年 将 拨 款

100万令吉作为乐龄人士关怀

计划（GEMAS）。 

阿米鲁丁说，政府在该计划

下将补贴来自B40低收入家庭

的乐龄人士，以减轻他们在乐

龄看护中心接受照料的费用，

唯有关看护中心必须已向社会

福利局登记。

“州政府希望从中可减少乐

龄人士被弃养的问题。”

特殊人士
亲善政策

300万令吉

妇女及家庭
6700万令吉

乐龄群享2000万拨款

乐龄人士
亲善政策

2000万令吉

KISS拨款增1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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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增建6379可负担屋
12民生民声 #Selangor 2020

（莎阿南讯）雪兰莪州明年

通过19项房屋发展计划将增建

6379间“我的雪兰莪”可负担

房屋，一圆人民的家园梦！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州政府

预计至2023年时可完成兴建2万

2664间的可负担房屋。

“截至今年8月31日，州政府共

批准262项房屋发展计划，以兴

建11万2852间可负担房屋。当中

1万1555间单位由雪州政府子公

司或机构兴建，其余的10万1297

个单位属于私人发展计划。”

阿米鲁丁在提呈2020年财政预

算案时说，州政府也耗资2000

万令吉购入100间雪州可负担房

屋，以充当“精明租屋”计划的

用途。

“由于本地银行日渐收紧房屋

贷款的批准，导致许多购屋者在

无法获得融资下没能力缴付购屋

头期，所以州政府延续这项精明

租屋计划，以解决购屋者所面对

的困境。”

此外，阿米鲁丁指出州政府明

年拨款1000万令吉作为组屋复

新计划(Skim Ceria)用途，作为

维修组屋基本设施，如水槽、电

梯、屋顶等日渐沉重的经费。

“这项经费将由州政府与相关

组屋的联合管理机构共同承担，

也希望这些管理机构能朝向更卓

越的管理模式。”

坐落皇城河畔
500万建雪文化中心

雪州政府宣布拨款500万令吉在位于巴生的巴生河

畔兴建一座雪州文化中心，为“雪兰莪海洋关口”

计划增添卖点。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有关艺术城占地35英

亩，坐落在巴生的策略地点，将成为历史探究、文

化和传统习俗的重地。

“此外，我们也会拨款100万令吉把艺术城的计划

扩至另2个地方政府，分别是乌鲁雪兰莪河巴生。”

他也希望各地方政府能拨款以带动各管辖区的创

意经济活动。

“最初设于八打灵再也和莎阿南的雪州艺术城，

主要着重于艺术及文化发展，让更多人欣赏艺术之

美。”

设立文化中心
及艺术城

600万令吉

补贴3000年轻人报考摩托
州政府明年推出总额100万令吉的“雪州摩托车执

照”计划（RiDe），让年轻人获得350令吉补贴以

报考摩托车驾驶执照。

阿米鲁丁说，这项计划将惠及3000名贫穷的城市

年轻人，并相信受惠者从中可购买摩托车作为交通

运输工具，尤其参与如今日渐盛行的零工经济，以

增加本身的收入。

“这项计划交由雪州体育理事会负责，我们希望

年轻人在考获摩托车驾驶执照后可以更积极投身服

务和物流业。”

雪州摩托车
执照计划

100万令吉

500万推出食物银行
雪州政府明年拨款500万令吉联合各单位落实食物

银行计划，让2000户居住在人民组屋的家庭受惠，

以解决城市贫穷问题。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州政府将与地方政府、雪

州队伍义工、国州议员服务中心合作推动食物银行

计划，主要惠及居住在人民组屋的城市贫穷户。

“我们预计在计划初期将惠及2000户人家。”

雪州食物银行
 500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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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万举办就业展

设原住民理事会
雪州政府明年将成立“原住民常务理事会”，以更全面

照顾原住民的福祉。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州政府在明年将致力发展原住民

村落，以及照顾原住民的福祉，因此决定成立该理事会以

负责监督各项有关原住民福利的事项。

“州政府明年也将拨款50万令吉作为原住民的人文和福

利领域用途，包括修复原住民房子、提升村落基本设施，

以及提高原住民的卫生和经济条件。”

此外，阿米鲁丁指出州政府明年将为就读中学的原住民

提供助学金，鼓励他们完成中学教育。

“申请者只需符合一定的条件，就可享有这笔助学

金。”

▲

2019年雪州就业展吸引大批人士入

场，希望觅得一份良职。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明年将拨款

80万令吉举办大型的“2020年雪州就

业展”，致力减低州内的失业率。

雪 州 大 臣 阿 米 鲁 丁 1 1 月 1 日 在 提 呈

2020年财政预算案时说，随着在2019年

3月16日举办的雪州就业展成功为更多本

地人觅得合适的工作机会，州政府决定

在明年再举办就业展。

“州政府今年联合多个单位首次举办

大规模的就业展，涉及180家私人企业和

20家政府机构及部门，通过这项活动以

期能填补公司的职缺。”

他说，这些单位在就业展上共提供了1

万2000个就业机会，而且其中20家公司

也为特殊人士提供工作机会。

“这项就业展不只协助雪州人民找到

合适的工作，减少雪州失业率，同时也

能协助参与公司解决职工短缺的问题，

尤其优先开放给本地人申请的就业机

会。”

因此，他指出州政府决定拨款80万令

吉在明年举办“2020年雪州就业展”，

以提高州内的就业率。

拨100万助乡区小商家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宣布拨款100万令吉为乡区小

企业推出“雪州制造”（Made in Selangor）计

划，协助商家们更轻松的获得销售和宣传平台，扩

大生意版图。

阿米鲁丁说，政府希望通过该计划能协助郊区小

商家提高品牌知名度，让产品更具竞争力和开拓

性，以带动和振兴郊区经济。 

“郊区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州政府关注的策略之

一，以便从中增加郊区人民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

活水平和条件。”

他说，当局的目标群是乡区的B40低收入群体，

包括推动各项培训计划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

“雪州制造”计划在2017年推出，州政府与雪

州综合微型贷款计划配合以协助小企业扩大生意网

络，尤其鼓励青年创业，以涉足更大的市场。

州政府积极为参与计划的小企业提供更多零售和

推销的平台，包括定期在著名的购物商场摆摊。

雪州就业展

80万令吉

郊区发展

100万令吉

原住民福祉

50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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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备受外资青睐
至6月批132投资项目

（莎阿南讯）雪兰莪今年截至6月份共批准

132个投资项目，投资总额达到59亿7000万令

吉，预计可制造6628个就业机会。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虽然国际经济环境处

于不稳定状态，但雪州依然保持强劲的吸引力和

竞争力，2018年就吸引189亿令吉投资，其中外

资占108亿令吉。

“雪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7年高达3019亿令

吉，2018年增加至6.8%，创下3226亿令吉。”

阿米鲁丁11月5日在雪州立法议会回答鹅麦斯

迪亚区州议员希尔曼的口头提问时说，完善的基

本设施和生态系统促使雪州成为海内外投资者的

首选投资地点，包括受到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投

资者的青睐。

“最近有3家中国企业相中来雪州投资设厂，

投资总额高达30亿令吉，证明了雪州的投资魅

力。”

他说，雪州最主要的外资企业来自日本、中

国和新加坡，预计为本地带来2万6492个就业机

会；至于本地投资额去年达到81亿令吉。

“雪州持续成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贡献州

属，占了23.7%，尾随的是联邦直辖区16.1%、砂

劳越9.7%、柔佛9.6%、槟城6.7%和沙巴6.2%。

他说，由于零售、通讯及金融发展蓬勃，造就

服务业在去年增长7.6%，而电子与电器、汽车及

运输领域的表现杰出也带动制造业成长7.3%。建

筑业相比2017年，2018年也显著成长8.2%。

20立方米已足够
不调高免费水用量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认为，从明年3月开跑的免费水新

机制，无需把豁免水费的首20立方米水供调高至30立

方米。

他说，大部分的家庭用户每月的耗水量介于20立方

米至25立方米，所以州政府每月提供的首20立方米免

费水已足以应付用户所需。

“所以，州政府认为无需把免费水从20立方米增加

至30立方米。”

阿米鲁丁11月4日在雪州立法议会提问环节时说，根

据调查报告，雪兰莪州的人均用水量居全马最高，甚至

比起邻国高出许多，其中泰国人的用水量是90公升、

新加坡人的用水量150公升。

“根据当局的建议，个人每日平均的用水量应处于

164公升，但雪州人民的日均用水量却高达222公升。

所以，州政府认为如今制定的首20立方米免费水已足

够。”

受惠用户减至70万

一旦雪州免费水新机制从明年3月起开跑后，受惠的

水供用户预计从现有的160万个减少至70万个，受惠群

名单也将经由内陆税收局审核。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符合月入4000令吉或以下

的水供用户受促尽快上网申请www.ssipr.selangor.

gov.my，或填写申请表格后交至雪州水务管理有限公

司的服务柜台，以免错失享受免费水的良机。

“免费水的申请日期从今年9月30日至12月31日，

以便当局能收集和整理申请者的资料，然后当局将从

2020年1月起开始审查申请者的资料。”

他说，当局也会把申请者的名单交由内陆税收局交叉

审查，确保符合申请条件，因此受惠者名单将在明年3

月前出炉。

雪 州 政 府 与 各 地 方 政 府 从

2015年7月1日起，迄今共耗资

1亿611万4843令吉84仙落实“

精明巴士”计划，为各区居民

提供免费的社区载送服务。

如今，共有138辆精明巴士川

行于43条路线。 

掌管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

新村发展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表示，虽然发展公共交

通事务属联邦政府责任，但雪

州政府主动承担起部分责任，

为 人 民 推 出 免 费 社 区 巴 士 服

务，解决雪州公交问题。

“雪州精明巴士是关爱人民

计划的33项计划之一，从2015

年7月1日起推出，州政府与各

地方政府已耗资1亿 611万令吉

推动该计划。” 

黄思汉11月4日在雪州立法议

会回答昔江港区州议员拿督阿

末尤努斯的提问时说，州政府

如今有能力与11个地方政府共

同推动免费巴士服务，日后也

会延续。

他说，若联邦政府有意承担

起这份责任或提供适当规定，

以确保雪州公交，尤其雪州精

明 巴 士 可 让 全 体 雪 州 人 民 受

益，州政府也乐见其成。

 年份 雪州政府开销 地方政府开销
2015年 348万1712令吉 -

2016年 1136万910令吉64仙 156万3288令吉

2017年 1864万4128令吉 608万6140令吉

2018年 1785万9306令吉 826万9640令吉

2019年 2978万701令吉20仙 906万9018令吉 

总额 8112万6757令吉84仙 2498万8086令吉

雪州政府与各地方政府
从2015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承担的精明巴士开销：

▲黄思汉

州政府及各地方政府承担
精明巴士5年耗逾1亿

1109SK14.indd   2 2019-11-08   08:11:46



15新 闻

20仙塑袋费上缴地方政府
明年1月起

（莎阿南讯）雪州

政府从明年1月1日起

授权给各地方政府，

向管辖区的霸级市

场、连锁超市及购物

商场征收售卖塑料袋

每个20仙的款项，并

同步执法以对付违规

商家。

任 何 拒 绝 配 合 的 商

家，地方政府有权援引

地方政府法令，向商家

提出劝告、警告或开出

罚单对付。 

掌 管 环 境 、 绿 色 工

艺、科学、创新及消费

人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

许来贤11月4日在雪州

立法议会走廊外召开的

记者会上说，州政府从

2017年一周七日落实禁

用塑料袋，消费者需自

费以20仙购买每个塑料

袋，并由商家们自行收

取这笔费用，以推动企

业社会责任活动。

“不过，许多商家收

取塑料袋贩售费用后却

没尽企业责任，一些商

家也只象征式向顾客收

取20仙费用，却给五六

个塑料袋，无法达到减

塑的目标。” 

基金推动环保活动

因此，许来贤指出州

政府议决从明年起授权

给12个地方政府，根据

商家所购入的塑料袋收

据，向各管辖区的商家

代收这笔费用，再纳入

一个特别基金内。 

“这笔基金将交由雪

州 政 府 和 地 方 政 府 处

理，作为推动与环保事

业相关的活动经费。”

许来贤称下周将在州

议 会 提 呈 落 实 上 述 计

划 ， 包 括 清 楚 列 明 征

收的塑料袋基金分配方

式。 

“这项计划的首阶段

涵盖霸级市场、购物商

场及连锁店，接下来将

逐步扩大至夜市、早市

巴刹及 杂货店等。” 

另一方面，许来贤坦

承减用塑料袋计划的成

效不彰，其中默迪卡民

调中心数据显示，雪州

政府从2017年1月至今

共收取了187万令吉的

塑料袋贩卖费用，显示

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仍依

赖使用塑料袋。 

“在现有的模式下，

州政府无法追查是否所

有商家都善用这笔款项

以 举 办 回 馈 社 会 的 活

动，所以如今只能授权

给地方政府向商家收取

此费用。”

他说，即使政府在明

年执法时也不会强硬行

事 ， 主 要 透 过 教 育 方

式，希望商家们配合。 

▲许来贤（右3）推介“向塑料吸管说不”活动。

（莎阿南讯）在由雪州综合微型贷款计划推出的“

从平民变英雄”计划中，至今成功培训514名参与者

加入创业行列，有能力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掌管企业、郊区发展及传统村落事务的雪州行政议

员罗芝雅表示，这项计划从2016年起推出，共676人

参与，迄今成功培训了514名小商家，其余的62人仍

在培训阶段。

“根据智库达鲁益山研究所的调查，这项计划带给

参与者正面的效益，包括协助他们创业和增加收入，

其中单亲妈妈的收入提高19%。”

罗芝雅11月5日在雪州立法议会回答士毛月区州议

员查卡立亚的提问时说，凡参与“从平民变英雄”计

划者，将获安排接受为期3个月至6个月的课程，并有

机会获得1000令吉至5000令吉的创业资金。

在参与“从平民变英雄”计划下，有导师专门跟进

和指导学员的进展，确保他们能掌握一技之长，以便

结业后有能力自立和创业。

污染河流 6公司被罚9万
（莎阿南讯）雪兰莪从2013年迄今共有6间公

司因污染河流，面对总额9万令吉的罚款。

掌管环境、绿色工艺、科学、创新及消费

人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表示，这6间公

司从2013年至今在没有获得雪州水供管理局

（LUAS）总监的批准下，涉及把含有油渍的废

料倒入河流内。

“在2019年6月26日，加影市议会查封其中一

间污染河流的工厂单位，查封期长达39天。”

他说，不负责任者在今年9月28日把溶剂抛入

皇冠城住宅区的化粪池内，当局至今尚无法鉴定

祸首的身份，正加紧追查。

许来贤11月4日在雪州立法议会上回答希望联

盟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的提问时说，州政府通过

雪州水供管理局采取数项防范措施，包括设立巴

生河、雪兰莪河和冷岳河监督理事会，以阻止州

内的这些主要河流面对污染威胁。

“州政府也根据土地使用和河流保留地的清

单，对士毛月河、柏达南河和林清河的污染源头

采取了执法和协调行动，以对付污染源头。”

他说，州政府也增加执法人员，以在雪州水供

管理局的权限下加强河流保护及执法行动。

“平民变英雄”计划
514人培训后成功创业

▲罗芝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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