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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讯）雪兰莪州政府通

过私企冠病疫苗接种计划（Sel-

VAX Industri），提供200万剂

新冠疫苗给私人企业自愿采购， 

以为100万名员工接种，保障员

工健康和雪州经济活动。

这项计划自开放以来共接获6万

2000间企业登记，希望从中为旗下的

290万名员工接种雪州疫苗。

掌管工商、投资及中小型工业事

务的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表示，

这项接种计划由Selgate保健公司负

责，开放后接获逾6万2000家公司登

记，至今已为1万3000人接种。

“州政府会优先为制造业和服务

业领域员工接种，同时为员工人数不

超过200人的企业优先接种。”

雪州政府通过私企疫苗接种计划，

以两剂疫苗350令吉让雇主采购为员

工接种，从中减少职场感染群和保障

员工健康，确保雪州经济活动不受疫

情冲击。

禁转嫁费用予雇员

邓章钦7月5日连同同僚罗芝雅在“

雪州私企冠病疫苗接种计划”（Sel-

VAX Industri）记者会上说，雪州私

企疫苗接种计划优先给在巴生谷和

雪州注册及营运的企业，其次是按国

家安全理事会指定的21个关键领域，

以及员工人数众多的公司。

雪州政府7月初推出“雪州冠病疫

苗接种计划”（SelVAX），以支援中

央政府的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让

雪州早日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该计

划分配50万剂疫苗免费为长者和低

收入群接种。

邓章钦说，私企疫苗接种计划旨在

让雇主自愿购买疫苗为员工接种，同

时雇主禁止转嫁任何费用给雇员。

“私企冠病疫苗接种计划的首阶

段已执行，下一阶段将从 7 月 25 日起

持续至今年 10 月杪。”

任何有兴趣参与雪州私企冠病疫

苗接种计划的公司和雇主，可浏览

https：//vax.selangkah.my ，或联

络客服中心：1-800-22-6600。

（莎阿南讯）全国新冠疫

苗接种计划从2月杪开跑至

今，雪兰莪至今已有逾100万

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

不过，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

斯里阿米鲁丁指出，由于雪州

至今有超过400万人登记要接

种疫苗，但接种第一剂疫苗

者的累计人数只有100万人，

导致接种率看似偏低。

“如果以疫苗接种量来看，

雪州、砂拉越和吉隆坡已有

超过100万人接种第一剂疫

苗。不过，由于雪州的人口众

多，导致接种率看似偏低。”

“雪州至今已接种两剂新

冠疫苗的18岁或以上者介于

8%至9%。”

阿米鲁丁7月5日巡视八打

灵再也孟达里公寓住户接种

疫苗计划后向记者说，由于接

种率以人口计算，并没依据成

人的人口计算，否则雪州在成

人方面的接种率已近10%。

“雪州目前单日的疫苗接

种剂量提升至5万3000人，

加上雪州私企冠病疫苗接种

计划，我有信心7月份的单日

接种剂量可增加至13万5000

人。”

雪兰莪截至7月7日共有125

万1769人（26.4%）接种第

一剂新冠疫苗，完成两剂疫

苗接种者则有42万1384人

（8.9%）。

此外，在650万雪州人口

中，逾420万名雪州人目前已

登记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人口高致接种率低
100万人已接种首剂

保经济
私

企
疫苗接种计划

减职场感染

雪兰莪八打灵县孟达里公寓成为全
马首个在实施加强行动管制令期间，
当地居民原地接种新冠疫苗的地区。
图为雪兰莪州务大臣（左）巡视当地居
民接种疫苗的情况。（文见第13页）

支援包来救命

0710SK01.indd   1 2021-07-09   11:23:57



（莎阿南讯）巴生谷的

私人企业纷纷响应和加

入“雪州私企冠病疫苗接

种计划”（SelVAX Indus-
tri），自费购买疫苗为旗

下的员工接种，以保障员

工健康和公司营运。

雪州政府推出“雪州冠病

疫苗接种计划”(SelVAX)，

其中的50万剂疫苗将免费为

长者和低收入群接种外，其

余的200万剂则开放给自愿付

费参与的雇主，以优先为员

工接种。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表示，私企接种计划旨在

保障经济领域，尤其是制造

业 和 服 务 业 前 线 员 工 的 安

全，确保作为贡献国内生产

总值最大的州属——雪州的

经济活动在疫情下可照常运

作 ， 保 住 员 工 的 饭 碗 和 生

计。

私企冠病疫苗接种计划自

推出以来受到好评，至今已

有超过6万2000间企业登记

申请，以为旗下的290万名员

工接种。

目前，参与私企冠病接种

计划的企业有：一触即通公

司、99SpeedMart、安永会

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

、马电讯公司、绿盛世公司

等。

2 新闻

企
业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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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鲁益山垃圾管理有限公司
（KDEBWM）
公关主任马兹夫亚

公司旗下的400名员工，尤其是常在外值

勤的前线员工通过“雪州私企冠病疫苗接种

计划”，已在6月27日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

苗，将在7月18日接种第二剂疫苗。

公司安排了前线员工，尤其占了70%员工

人数的监察员（包括子公司Hebat Abadi有

限公司职员）优先接种，因为他们经常得在

外监督工作情况，曝露在更高的染疫风险

中。

达鲁益山垃圾有限公司全力支持雪州私企

冠病疫苗接种计划，从中可让员工更快速接

种新冠疫苗，保护公司员工和家人的安全。

公司目前也积极安排第二阶段接种计划，

以便1万500名垃圾车司机和清洁工人尽快

接种疫苗，保护这些前线人员。

（八打灵再也讯）雪兰莪州政府严正否认通过售

卖新冠疫苗给私企以谋利的不实指责。

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表示，州政府

开放给有能力的雇主自愿采购新冠疫苗，以优先为

旗下的职员接种疫苗。

“我们从中也免费为50万名雪州人民接种疫苗，

并全权承担有关费用。”

阿米鲁丁6月30日巡视设在Tropicana Gardens商场

会议中心的雪州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时，回应媒体提

问时强调，外界看疫苗采购问题时不能过于表面，

似乎只看到疫苗和疫苗盒子。

“我们同时需要安排逾5000名工作人员，以及承

担开设接种中心（PPV）等费用。”

他说，州政府在雪州冠病疫苗接种计划上仍需承

担一些费用，因此在疫苗课题上并不存在所谓的“

谋利”问题。

雪州政府在7月份启动“雪州冠病疫苗接种计划”

（SelVax），除了免费为50万名长者和低收入者接

种新冠疫苗外，在工业疫苗计划下也准备了200万剂

疫苗为100万名工人接种。

阿米鲁丁说，由于雪州在6月份的91%感染群源自

职场，其中工厂占了80%感染群，以及建筑工地占

了10%，2大职场就增加了125个感染群。

因此，他指出在雪州工业疫苗计划下，州政府准

备了200万剂疫苗为100万名工人接种，一来保障员

工的健康，同时确保疫情不会瘫痪雪州经济。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右）6月30日巡视
位于Tropicana Gardens商场会议中心的雪州新冠
疫苗接种中心，向接种者了解情况。

否认卖疫苗谋利

（莎阿南讯）雪兰莪

将在7月份接获400万

8710剂新冠疫苗，成

为全马获得最多疫苗的

州属。

掌 管 卫 生 、 和 谐 、

妇 女 及 家 庭 发 展 事 务

的 雪 州 行 政 议 员 西 蒂

玛丽雅表示，自己6月

29日出席全国新冠肺

炎免疫协调特别工作会

（CITF）的会议后，

获悉雪州将在7月获得

这笔庞大的疫苗供应。

她在推文中写道：“

雪兰莪将在7月份获得

400万8710剂疫苗。这

是最大批的疫苗供应。

感谢部长（全国新冠疫

苗供应协调部长凯里）

。我务必出席与你一起

召开的会议。”

西蒂玛丽雅在同一则

贴文中也分享全国各州

属将在今年7月份获得

的新冠疫苗剂量，从中

显示雪州将是全马获得

最多疫苗供应的州属。

此外，获得最多疫苗

供应的是砂拉越238万

9582剂、吉隆坡161万

4421剂和柔佛95万618

剂。

7月获逾400万剂疫苗

• 一触即通有限公司
（Touch ‘n Go）
人事部经理艾尔琳

公司支持“雪州私企冠病

疫苗接种计划”，并承担费

用安排职员优先接种疫苗，

以期雪兰莪能尽快达致群体

免疫的目标，截断新冠肺炎

病毒的传播链。

公 司 职 员 分 别 在 6 月 2 8

日、29日和7月1日在设于

Tropicana Garden商场的新

冠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第一剂

的科兴疫苗。

公司了解在疫情下接种新

冠疫苗的重要性，因此也鼓

励旗下的员工积极参与，以

保护自己和心爱的家人。

冀
达
群
体
免
疫

摆
脱
疫
情

▲一触即通
有限公司人事部经

理艾尔琳（左）与同
事通过雪州私企冠病疫
苗接种计划，在Tropi-
cana Gradens商场的接

种中心接种新冠疫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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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讯）雪兰莪州务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宣

布，搭Grab电召车往返新冠

疫苗接种中心获车资折扣计

划，如今公开给有需要的民

众申请，不再有年龄限制。

“我早前宣布，凡50岁以上的

雪州人民搭Grab电召车往返接

种中心可获得20令吉车资折扣，

如今这项计划公开给各年龄层有

所需要的民众申请。”

他也吁请各界与州政府共同努

力，在艰难时刻协助人民。

阿米鲁丁7月6日见证雪州大臣

机构与Grab大马公司签署“雪

州数码议程”合作一事时，如是

表示。

为协助受到全面行动管制令影

响的人民，雪州政府在6月9日宣

布涉及5亿5156万令吉的“我们

的雪兰莪2.0援助配套”，通过3

大策略推出25个施援方案以协助

至少160万人民度过难关。

其中一项援助就是通过雪州大

臣机构，为使用Grab电召车服

务前往接新冠疫苗接种中心的长

者提供20令吉车资折扣，鼓励

交通不便的民众如期赴约接种疫

苗。

推动数码化议程

不过，阿米鲁丁如今宣布州

政府撤销此计划的年龄限制，

凡 有 需 要 的 民 众 即 日 起 可 浏

览：www.platselangor.com申

请，有效的乘搭期限从今年7月1

日至9月30日。

另 一 方 面 ， 雪 州 大 臣 机 构

（MBI）与Grab大马公司签署

合作协议，致力推动雪州数码化

议程。

这项合作策略包括：Grab速

递服务、送餐、电召车及无限金

支付，旨在为雪州人民打造更便

利的生活方式，从科技和数码化

议程中受惠。

这项协议由雪州大臣机构总执

行长诺丽达及Grab大马公司公

共事务与政策总监伊比阿兹利签

署，并由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

鲁丁见证。

地方政府 路线 新冠肺炎接种中心（PPV）

▲

 双威会展中心

（Sunway Pyramid Convention Center）

▲

 UPM大学接种中心

▲

 绿野国际会展中心

（Mines Convention Centre）

▲

 沙登医院接种中心

▲

 班达马兰接种中心

▲

万宜Avenue会展中心
（Avenue Convention Centre）

▲

 万宜高尔夫球俱乐部接种中心

（Bangi Golf Resort）

▲

 万宜 Evo接种中心

▲

 瓜拉雪兰莪体育馆接种中心

▲

 丹绒加弄丹斯里诺奥玛礼堂接种中心

（Dewan Tan Sri Nor Omar）

▲

 Berlian礼堂接种中心KS02

KS01

KJ04

KJ02

MPK1

SJ04

SJ01

雪州精明巴士途经的11个新冠疫苗接种中心

（莎阿南讯）雪兰莪

州政府已调整精明巴士

路线以途经11间新冠疫

苗接种中心（PPV），

提供免费载送服务以鼓

励交通不便者如期赴约

接种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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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日在文告中说，州政府

通过各地方政府目前正

鉴定精明巴士路线所涉

的接种中心地点，并与

巴士营运者试跑有关路

线。

“此举旨在调整路线

以便巴士能经过附近的

接种中心，方便民众乘

搭精明巴士前往接种中

心。”

黄思汉说，州政府将

配合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的需求暂时调整精明巴

士路线，以满足民众所

需，截至接种中心结束

运作。

“调整精明巴士路线

可鼓励更多人民如期前

往接种中心接种疫苗，

尤其鼓励交通不便者如

期赴约。”

精明巴士经11接种中心

雪州Grab车资折扣申请

（莎阿南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和全面行动管

制令之际，雪兰莪州政府为M40（中等收入）群体

提供长达一年的网络数据补贴（SISM40），协助

应对疫情下的数码时代新常态。

这项计划7月1日起开放申请，让受惠者签订特定

的网络数据配套长达一年，每月可获得10令吉至

30令吉补贴。

雪州大臣机构（MBI）6月30日在文告中表示，

该公司与马电讯公司（TM）合作推出这项专为

M40群体量身定做的unifi网络数据补贴计划。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国超过一年，对人民的收

入造成巨大冲击。州政府之前推出的多项计划旨在

援助B40低收入群，因此如今与马电讯公司合作推

出SISM40计划，协助中等收入民众应对挑战。”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感谢马电讯公司与州

政府配合，推出这项惠民计划，同时希望更多私人

企业能站出来，协助人民度过生活难关。

在雪州网络数据补贴计划下，各户家庭从7月1日

起可向马电讯公司申请该网络数据配套，并享有每

月10令吉至30令吉的补贴，长达12个月。补贴计

划共有8款配套，包括家庭、单身和基本配套。 

州政府也与雪州56个州议员服务中心合作，确

保更多人受惠。有兴趣的民众可浏览：https://

www.sism40.com.my/，或拨打热线：03-5030 

4595/4596(星期一-星期五上午9时-下午5时，公共

假期除外)，以查询申请详情。

开放申请 2021年6月20日起

申请条件

• 定居在雪兰莪

• Grab电召车用户

• 不限年龄

享有折扣 单程折扣10令吉，往返共20令吉

优惠期限 2021年7月1日至9月30日

申请管道 www.platselangor.com

查询电邮 csr@mbiselangor.com.my

M40数据配套开放申请
最高月享30令吉补贴

搭Grab打疫苗有折扣

3新闻

即起开放民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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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莎阿南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失业或收入受影响的雪兰莪残疾

人士（OKU），即日起可向雪州政

府申领取一次性的500令吉援助金。

雪州政府在6月9日推出总额5亿

5156万令吉的“我们的雪州2.0”援

助配套，其中发放一次性援金给受

疫情影响的雪州残疾者，预计可惠

及1200人。

援金申请者必须是18岁以上者，

在雪州出生或定居至少10年，并持

有社会福利局发出的残友卡，以及

家庭收入不超过3000令吉；每户家

户只限一份申请。

雪州人民基金会（YAWAS）7月

1日在官方脸书上，提醒申请者在线

上提出申请后，必须在14天内把相

关文件提呈给当局，方能有效进行

后续审理工作。

申请成功者将接获短讯通知，有

关款项会在短期内汇入他们提呈的

银行户头内。

残疾者500援金 即起开放线上申请

56岁的父亲在今年5月发现身体不

适，在私人诊所接受聚合酶链式反

应筛检（PCR）后，于25日确诊感

染新冠肺炎。与父亲同居的母亲和2

名弟弟随后接受筛检，3人前后两次

的检测结果皆对病毒呈阴性反应。

爸爸在确诊数天后仍一直没接获

卫生部官员的联系，心急如焚的我

转向无拉港区州议员王诗棋求助，

获得对方送上居家支援包，内含口

罩、消毒搓手液、维他命C和居家隔

离注意手册等。

最重要的是评估包内也有血氧浓

度检仪器，让家人每日自行检查血

氧浓度，无需担心会突然晕倒。

父亲居家等待的数日，全家人的

心情都很焦虑。随着州议员送上支

援 工 具 后 ， 父 亲 感 觉 有 人 关 心 自

己，同时有营养品及工具辅助监督

病 情 ， 父 亲 不 再 感 到 焦 虑 不 安 。

直至家人主动联系上冠病评估中心

后，父亲才成功送往隔离中心，接

受长达7天的治疗。

居家隔离的我和家人则继续采用

支援包确保健康无碍，毕竟我和弟

弟还年轻，不易出现症状，所以仍

需定时探测体温及血氧浓度。

蕉赖11里居民李梧嘉

▲李梧嘉和家人在隔离期间定期以
血氧浓度检仪器自我观察健康情
况。

申请日期 2021年7月1日起

申请条件

• 援助金申请者必须是18岁以上者

• 在雪州出生或定居至少10年

• 持有社会福利局发出的残疾人士卡（Kad OKU）

• 家庭收入不超过3000令吉

• 每户家庭只限一人申请

所需文件

• 身份证副本

• 雪州福利局发放的残疾人士卡

• 收入减少或遭裁员证明

• 最后一次获得的收入证明（无固定收入者可出示由国/州议

员或村长签名确认的收入证明）

• 银行对账单（含银行名称、全名及户头号码）

发放方式 透过线上转账（EFT）至申请者的银行户头

申请方式

1）浏览 https://www.anisselangor.com/bantuanoku，

      线上申请

2）把相关文件发送至电邮：okudaftar@gmail.com，

      或送往雪州人民基金办公室

      Yayasan Warisan Anak Selangor
      Aras 5, Kompleks Generasi Muda & Sukan Negeri Selangor.
      Lot 4, Jalan Platinum 7/52, Seksyen &, Persiaran Kayangan,
      40000 Shah Alam, Selangor.

查询 018-256 7093 / 018-235 6213

雪州残疾者援助金申请条件

支
援
包
方
便
又
实
用

助冠病患者

（莎阿南讯）居家隔离的新冠肺炎患者不只需要为健康把

关，也需外界支援以摆脱染疫时期的焦虑，此时由雪兰莪州政

府免费派发的“居家自行评估支援包”就派上了用场。

为降低雪州冠病确诊者送院前死亡个案（BID），州政府在“我们

的雪州2.0”援助配套下拨出125万令吉，为居家隔离患者提供全套的

有关支援包。有关工具包总值约200令吉，包含了KN95口罩、温度

计、唾液检试剂和药物和血氧浓度检仪器。

这套支援包的工具齐全，不只协助卫生官员通过SELangkah（一步

签到，步步安全）手机应用程式，远程监督及评估患者的状况，也让

患者感受到外界的关怀和支持，助他们在居家隔离期间摆脱染疫的焦

虑。

摆脱焦虑

撰稿：潘丽婷

（莎阿南讯）雪兰莪

州政府将分配7000份

居家自行评估支援包给

州内的新冠肺炎评估中

心（CAC）。

掌管卫生、和谐、妇

女及家庭发展事务的雪

州行政议员兰蒂玛丽雅

表示，这些支援包方便

确诊者在居家隔离期间

自我观察健康状况。

“我们7月8日率先

在莎阿南美拉华蒂冠

病评估中心，分发了

1000份工具组给第一

级及第二级别的患者，

支援包内具血氧浓度检

仪器，协助他们测量血

氧量。”

西蒂玛丽雅7月8日

移交居家自行评估支援

包给莎阿南美拉华蒂冠

病评估中心后说，患者

需通过SELangkah（

一步签到，步步安全）

手机应用系统，每日呈

上两次的健康情况，以

便医生可远程监督。

“医生通过应用程式

会通过血氧计记录观察

患者的最新情况，评估

患者是否有必要进院接

受治疗或可持续居家隔

离。”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6月9日宣布涉

及5亿5156万令吉的“

我们的雪兰莪2.0援助

配套”，推出25个施

援方案以协助至少160

万雪州人民。

其 中 一 项 管 控 疫 情

的措施是拨款125万令

吉，为居家隔离患者

提供居家自行评估支援

包，当中包括KN95口

罩、温度计、药物和血

氧浓度检仪器、药物及

唾液试剂，同时为隔离

者送上粮食援助。

派7000支援包助抗疫

4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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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讯）雪兰莪州政府通过“雪州中小

企业数码配对补贴”计划，从今年4月至6月批

准了120万令吉补贴给280家中小企业，协助这

些企业数码转型以应对疫情挑战。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表示，补贴特别评估委

员会在这段期间接获了492份申请，委员会迄今批准

了280份申请。

“这项进展符合至今年杪惠及1000家中小企业的

目标，雪州也是国内惟一尽力加速中小企业数码化

的州政府。”

雪州中小企业数码配对计划共有500万令吉补贴，

用以协助州内中小企业数码化生意，以应对新冠疫

情的冲击。

邓章钦是掌管工商、投资及中小型工业事务的雪

州行政议员。他7月1日在文告中说，州政府在短期

内批准补贴给疫情下急需数码化的中小企业，并提

高发放效率的标准。

4线上市集缔逾亿销售额

邓章钦也欢迎中央政府在Pemulih配套下拨款3亿

令吉，协助数码化微型企业和小型企业。

“中央政府早前拨款2亿令吉继续推动大马线上购

物运动(Shop Malaysia Online)以及1亿令吉额外拨

款，充作中小企业数码补贴。这与雪州线上市集及

中小数码补贴计划相同；而雪州是拥有最多中小企

业的州属，非常欢迎这项额外援助。”

他说，雪州政府自豪于2020年起迄今，举办了4

场线上市集，共创造1亿4470万令吉直接销售，为

雪州创造 29 亿 5000 万令吉的经济涟漪效应，惠及

29万4119名电商，包括7万4837名新电商。

“补贴及上线只是数码化第一步。传统中小企业

需要更多努力和资源以加速数码科技应用，在核心

业务功能上重新再造、自动化及融入各种智慧功

能。”

他说，传统中小企业在数码化的道路上，面对雇

员反弹、缺乏专业、缺乏整体数码策略和有限预

算。

“为了改善大马90万家中小企业的长期结构弱

点，我们需要一套整体生态解决方案，当中需要联

邦、州政府、商界、科技界与教育机构达致成功伙

伴关系。”

280中小企业受惠

（莎阿南讯）雪州政府

从2020年8月至今年4月

共发出了8386张临时小

贩执照，协助在新冠肺炎

疫情下生计受影响的人

民做小生意，温饱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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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方政府发出的临时

执照允许小贩商安心营

业至今年杪。

“各地方政府在2020

年批准了6361张临时执

照，在今年1月至4月期间

则再发出2025张临时执

照。”

黄思汉向《当今雪州》

说，由于政府屡次延长行

动管制令，促使更多民众

的生计饱受冲击。

因此，他吁请在疫情下

有意当小贩的民众，可向

各自的地方政府申请临

时执照，以便安心营业。

“加影市议会在这段

期间是发出最多临时营

业执照的地方政 府，共

2220张；接下来是八打

灵再 也市 政 厅 16 4 2 张

和梳邦再也市政厅1172

张。”

他说，所有的临时执照

持有者一律为大马公民，

大部分从事熟食业，同时

地方政府禁止外籍人士

申请营业执照。

黄思汉说，业者的临时

执照有效期限至今年12

月，州政府将视疫情发展

探讨是否需要延长这些

临时小贩执照的期限。

雪州政府通过12个地

方政府从2020年8月份

起，陆续发出临时小贩执

照给申请者，协助饱受疫

情冲击的低收入群寻找

生计。

不过，地方政府将视小

贩申请的营业地点合适

性、安全性和不会对民众

造成滋扰的因素，决定是

否发出这些临时执照。

发逾8000临时执照

（莎阿南讯）在取得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和雪

州苏丹沙拉夫丁的御准后，雪兰莪州政府宣布从8

月23日至9月6日期间召开雪州立法议会。

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表示，根据2021年紧急

（必须权力）条例，国家元首在一封志明2021年7

月6日的信函中，已御准召开雪州议会。

“同时，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也已御准，以召

开第14届第4季度第一次雪州立法议会。”

阿米鲁丁7月9日在文告中代表雪州政府感谢国

家元首和雪州苏丹的御准，显示了两人一直关心雪

州的民主精神文化。

“雪州苏丹将在8月23日亲临为州议会主持开幕

仪式，然后州议会将从8月24日至27日和30日、9月

1日至3日和6日召开，共为期9天。”

他说，今次的雪州议会将按照以往的议会方式

进行，包括设有问答环节、辩论环节，而并非采用

特别会议的方式。

由于雪州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仍非常严峻，因

此阿米鲁丁强调今次的州议会将遵守严格的标准

作业程序进行，并着重在州政府的抗疫努力。

“在符合州议员扮演着对行政机关的制衡角色

下，我们也会通过今次的州议会获取各州议员的

反馈及建议。”

他说，此举也符合人民对州政府的期望，以便州

政府在负责任和谨慎的情况下做出各项决定，同

时加大力度以对抗雪州的新冠肺炎疫情。

雪州议会823起召开9天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左）与获得临时执照的
小贩分享喜悦。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左2起）和雪州行
政议员拿督邓章钦4月12日推介“雪州中小企业数
码配对补贴”计划。

批120万数码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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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左）派发粮食给遭实施加强行动

管制令的沙白柏达玛花园区居民。

联邦政府宣布雪州8个县区下辖

34个副县，从7月3日至16日

实施加强行动管制令（EMCO）。

雪兰莪州政府对这项演变并不感意

外，毕竟联邦政府在过去两个月以

来所采取的抗疫措施，无法取得显

著的成效，雪隆地区的疫情依然非

常严峻。

雪州坐拥高达657万人口，还不

包括在州内工作和定居的外州人

士，大马四分之一的经济活动都集

中在雪兰莪，再加上人口密集，这

是导致雪州每日确诊数据持续走高

的原因。

联邦政府如今在雪州实施EMCO

以压平疫情曲线，主要是让政府医

院有能力应付疫情需求，包括提供

足够的病床、设施和人力来治疗冠

病患者，州政府则透过FTTIS系

统（发现、检测、追踪、隔离、支

援），配合EMCO展开各项工作及

加速接种计划。

以7月1日开始实施EMCO的八打

灵再也孟达里公寓为例，州政府设

立流动诊所及冠病评估中心，全速

为多达1万7000名住户进行筛检，

然后为检测呈阴性反应的住户安排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强管区接种断传播链

这是全马首个针对EMCO地区进

行的特别疫苗接种计划，以确保阻

断相关社区的传播链，避免再度实

施EMCO。

我亲自到场巡访时获知，由于孟

达里公寓的住户人数众多，各单位

与工作人员日以继夜轮班，包括雪

州卫生局、福利部、八打灵县土地

局、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民防部队

及志愿警卫团等等，耗时逾一个星

期以完成任务。对此，我感激每一

个单位与个人的互相配合和付出。

随着雪州大部分地区实行加强行

管令，我希望在更多地区推行类似

措施，除了遏阻州内的疫情持续扩

散，也能沿家逐户为有需要的人民

提供协助，包括派发食物篮及必需

品。

由民间主动发起“挂白旗”运

动，合大众之力援助因为疫情陷困

和面临断炊的B40群体与失业者家

庭，如今在全国各地四处都有白旗

飘扬，可见许多民众正处于水深火

热的困境，雪州的大城小镇也不例

外。

派粮食纾解民困

我们深深了解到底层人民在疫情

中遭受的冲击，事实上，我们并没

有等候人民举白旗求助，早在去年

中旬，州政府就开始推行“雪州食

物篮计划”，前后两次不分朝野拨

出10万令吉给雪州所有56个州议

员，让他们直接发放物资给民众。

每份食物篮的价值换算为100令

吉，等同于每个选区有1000户家

庭受惠，56个选区有5万6000户家

庭或至少25万家庭成员获得援助。

这项计划能直接和有效纾解民众的

燃眉之急，联邦政府过后也在复苏

计划推出食物篮计划，利惠更多贫

户。

州 政 府 在 6 月 9 日 推 出 总 额 5 亿

5160万令吉的“我们的雪州2.0”援

助配套，通过3大策略下的25项方

案提供援助，大多数措施将在7月开

始全面启动，预计能协助至少160

万名雪州人民和商家纾困。

我们全力打造群体免疫的保护

罩，希望早日复苏经济，也尽可能

扩大社会安全网，以“接住”更多

在困境跌倒受困的雪州人民。

“与民同在”并不是一个口号，

我们时刻关注不同阶层人民的需

求，只要能力所在，我们就会持续

推动纾困配套。与此同时，州政府

也在拟定后疫情时期的长期经济方

案，协助人民摆脱困境。

举起白旗求助的人不是失败认

输，而是不轻言放弃的勇气。虽然

这条漫长路不容易走，但有我们与

您同行，每一个人民都不孤单。

雪州扩大安全网
与民同在不言弃

（莎阿南讯）雪州人

民基 金（YAWAS）将

发出手机短讯给符合资

格的雪州乐龄亲善基金

（SM U E）会员，以在

雪州冠病疫苗接种计划

下，优先免费接受新冠

疫苗。

雪州人民基金6月30

日在脸书专页贴文指出，

随着州政府从6月28日

起启动雪州新冠疫苗接

种计划，州内的乐龄人

士、B40低收入者、宗教

学校教师、养老院长者、

志工等将优先接种由州

政府采购的新冠疫苗。

该基金强调仅负责该

计划下的雪州乐龄亲善

基金会员的查询、发出

接种疫苗的手机短讯通

知，并吁请会员留意。

根据当局张贴的美术

图，有关接种疫苗的程

序如下:

•符合资格的雪州乐

龄 亲 善 基 金 会员将 通

过手机短讯，或可通过

邻近的州议员服务中心

获得当局发出的激活码

（kod pengaktifan）。

•接获激活码的会员

可通过SELangkah手

机应用程序激活有关程

序，或可前来邻近的州

议员服务中心求助。

•会员激活程 序后将

获得第一剂新冠疫苗的

接种预约。

•如期前往指定的新

冠疫苗接种中心。

•在接种第一剂新冠

疫苗后将获得疫苗卡，

以按时前往接种第二剂

新冠疫苗。

YAWAS发手机短讯通知
雪乐龄会员优先接种疫苗

0710SK06.indd   2 2021-07-09   11: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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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讯）随着巴生谷的新冠肺

炎疫情逐渐告急，卫生部采取10大措

施以纾缓公立医院和低风险隔离及治

疗中心的困境，尤其提高收治第四级

和第五级患者的能力。

卫生部长拿督斯里阿汉峇峇表示，

由于冠病确诊病例激增促使巴生谷的

公共医疗设施吃紧，卫生部目前正检

讨现有的策略，以提升巴生谷医院和

低风险隔离及治疗中心的能力，包括

增加加护病房（ICU）的病床和医疗

器材。 

“其中，设在沙登博览馆的低风险

隔离及治疗中心2.0（MAEPS 2.0）

共有5198张病床，如今日均收治800

名冠病患者，但平均其中200人属于

第四级患者，导致154张收治第四级

患者的床位已严重超出负荷，至于收

治第一级至第三级患者的床位也近用

尽。” 

阿汉峇峇7月8日在文告中说，卫生

部目前采取的纾缓措施包括：

（1）把MAEPS低风险及治疗中

心第四级和第五级患者转介到其他医

院，包括增加卫生部旗下医院和大学

教学医院的加护病房床位。其中，安

邦医院7月7日已增加20张床位、博特

拉大学教学医院增加8张床位和45张

额外病床。 

（ 2 ） 巴 生 中 央 医 院 增 加 6 0 张 床

位，并添置约110万令吉的医疗器材。

（3）与武装部队合作在巴生中央医

院设立共50张病床的野战医院。 

（4）与吉隆坡旺沙马朱端姑米占军

方医院合作，以收治第三级和第四级

患者。 

（5）即日起调整分配逾110名医护

人员，以支援沙登低风险隔离及治疗

中心2.0，其中包括调派自吉打、霹雳

和登嘉楼的75名医药官和护理人员，

以及巴生谷医院的43名医药官。此

外，卫生部也从疫情受控的地区调派

人手支援巴生谷医院。 

（6）添置1550个氧气瓶以应付沙

登低风险隔离及治疗中心2.0的需求，

同时向多家供应商购置300台制氧

机，以应付需求。 

（7）7月7人在沙登低风险隔离及

治疗中心2.0测试30台制氧机的运作，

以马上启用救治病患。 

（8）重启拥有2400个床位的双溪

毛糯卫生部训练中心（ILKKM），以

收治第一级和第二级患者，以便沙登

低风险隔离及治疗中心2.0专治第三级

和第四级患者。

（9）调派如来自红新月会的志工，

以协助照顾冠病患者的染疫孩子。

（10）与私人医护人员和雇主合作

设立新冠评估中心（CAC）和低风险

隔离及治疗中心。

（莎阿南讯）雪兰莪自7月3日起实施加强

行动管制令，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宣布再有5大

领域获准从7月7日起营运。

这5大领域分别是：电气和电子产品及其供

应链、航空航天维护、维修和翻修、医疗和

食品饮料产品制造相关的机械领域。

国际贸工部7月7日在文告中说，由首相领

导的内阁会议作出上述决定，指因为这5大

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出口产品支撑全球

供应链，也是国内医疗保健与食品的关键领

域。

“这些关键领域可沿用6月申获的批准信复

工；惟业者也得遵守标准作业程序，包括只

允许60%员工回去上班，40%居家作业。”

该部门也促请业者遵守标准作业程序，否

则将受对付行动，包括开出罚单或勒令关

闭。

相关领域业者可浏览国际贸工部官网，以

查询这些领域的运作标准作业程序。

雪州EMCO：
5关键领域允营运

（莎阿南讯）政府允许民

众跨州或跨县，返乡载送家

人以前往接种新冠疫苗。

国防部长拿督斯里依斯

迈沙比里7月5日在文告中

说，民众只需出示MySe-

jahtera手机应用程序上的

接种预约，并取得警方的批

准以返乡载送家人。

“此外，政府也允许加强

行动管制令地区的民众，

可如常外出以赴约接种疫

苗。”

他说，凡是前往接种疫苗

的车辆最多可3人同车，包

括司机在内。

另一方面，依斯迈沙比里

指出，凡在国家复苏计划第

一阶段州属的食肆，营业时

段从清晨6时至晚上10时。

“只有实施加强行管令地

区的食肆营业时段，限制从

上午8时至晚上8时。”

此外，为了确保国家的稻

谷供应链不受影响，雪州和

吉隆坡的加强行动管制令地

区稻农，在管制期间也可照

常进行种稻活动。 

依斯迈沙比里说，此举旨

在确保国家的稻谷供应充

足，以免面对粮食短缺问

题。

可跨州县载家人打疫苗
防长：一车最多3人

纾缓困境

巴生谷医疗体系近崩溃

卫生部10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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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讯）雪兰莪州政府推

出的“雪州冠病疫苗接种计划” 

(SelVAX)开跑，采购的250万剂

疫苗将同步为长者、低收入群和

经济前线员工接种，双管齐下保

障雪州人民健康和经济活动。

其中，50万剂疫苗将免费为长者和

低收入群接种，200万剂则为制造业

和服务业员工接种。

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6月30日公布“雪州冠病疫苗接种计

划”详情时说，州政府在此计划下同

步推出社区疫苗接种计划（SelVAX  

Komunit i）和私企疫苗接种计划

（SelVAX Industri）。

“社区接种计划放眼为25万名目标

群免费接种，预计在7月杪就能完成

接种17万剂疫苗。”

他说，私企接种计划则开放给自愿

付费的雇主申请，全权承担经费以为

员工接种，将惠及100万名私人界员

工。

阿米鲁丁强调，州政府耗资逾2亿

采购新冠疫苗以推出雪州疫苗接种计

划，旨在补足中央政府在疫苗接种上

的缓慢和不足之处，以便雪州能早日

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让民众免于疫

情之苦。

“州政府希望双管齐下能加速为雪

州人民接种，放眼在今年10月配合全

国接种计划就有80%雪州人口完成接

种，保障雪州人民健康之际，也确保

不拖垮州内经济，保住人民的就业机

会。”

▲雪州政府目前通过自购的

新冠疫苗，加速为雪州人民

和私企员工接种疫苗。

雪疫苗计划
保人命救经济

雪州冠病疫苗接种计划禁止

雇主或任何单位售卖新冠疫苗

给任何个人，同时禁止民众直

接登门（walk in ）到接种中心

要求接种。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表示，雇主在向州政府采购新

冠疫苗为员工接种时，禁止向

员工收取任何费用，一切开销

由雇主承担。雇主也禁止把所

分配到的疫苗名额转卖给其他

单位或个人。

“州政府将与卫生部协调通

过雪州疫苗计划完成接种的雪

州人民资料，以取得电子接种

证书。”

阿米鲁丁说，州政府在2月

24日委任Selgate保健公司负责

雪州接种计划，并向发马公司

（Pharmaniaga）采购250万

剂疫苗，放眼为125万人接种。

“Selgate保健公司通过在

巴生谷设立的26间接种中心，

再加上民众会堂、流动接种中

心 、 私 人 诊 所 和 医 院 ， 放 眼

每日最高可接种4万3500剂疫

苗。”

他有信心在雪州政府推动的

雪州疫苗计划，再配合中央政

府推动的国家冠病疫苗接种计

划（PICK），80%雪州人民可

在今年10月完成接种疫苗。

民众对“雪州疫苗接种”有

任何查询，可拨打热线1-800-

22-6600，或浏览：vax.se-

langkah.my。
@SelangorVAX• 热线:1-800-22-6600

• 雪州冠病疫苗接种计划将与卫生部协调接种者的资料，
    以发出电子接种证书
• 查询管道：https://vax.selangkah.my

雪州冠病疫苗接种计划（SelVAX）

社区冠病接种计划（SelVAX Komuniti）
• 50万剂疫苗免费为25万雪州人民接种
• 雪州疫苗禁止售卖给任何个人
• 禁止“直接登门”（walk in）接种

负责的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西蒂玛丽雅 柏汉阿曼沙

- 截至今年7月杪分配18万剂疫苗给雪州人民
目标

雪州冠病疫苗接种计划目的

• 社区冠病疫苗接种计划
（SelVAX Komuniti）

 免费为雪州人民接种50万
 剂疫苗

• 私企冠病疫苗接种计划
（SelVAX Industri）

 保障私人界员工的安全，
 同时确保工业及经济活动
 照常运作

• 禁售疫苗给个人

 不允许个人直接登门接种，
 同时雇主禁止转嫁接种费用
 给雇员

• 协调接种者记录

  与卫生部协调接种者的资
  料，以取得电子接种证书

罗芝雅拿督邓章钦

负责的雪州行政议员

私企冠病接种计划（SelVAX Industri）

• 200万剂疫苗为经济及工业领域员工接种
• 保障私人界员工的安全，同时确保工业及经
   济活动照常运作
• 雪州疫苗禁止售卖给任何个人
• 禁止“直接登门”（walk in）接种
• 雇员无需承担任何接种费用

1月11日
• 宣布采购新冠疫苗

2月24日
• 委任Selgate保健公司 负责雪州冠病疫苗接种计划

• Selgate保健公司与发马公司（Pharmaniaga）洽谈疫苗供应及运输协议
• 采购250万剂疫苗以接种125万人

疫苗分配时间表

• 目标
- 单日接种剂量4万3500剂

• 地点
- 26间接种中心、社区礼堂、流
   动接种中心、私人医院和诊所

• 成果
- 配合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80%雪州人民
  至今年10月已接种疫苗

雪州冠病疫苗接种计划最新资讯

• 5大型接种中心

- 哥打白沙罗
   Tropicana Gardens Mall
- 万宜Evo Mall
- 柯拉纳再也PKNS体育馆
- 莎阿南De Palma酒店

• 6间社区礼堂设接种中心

• 5间Selcare诊所

• 5000名医护人员

   和非医护人员值勤

• 1228间合作诊所

采购新冠疫苗流程

经济前线 齐接种目标群

0710SK08.indd   8 2021-07-09   11: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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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新生机

YB
有话说

班
达马兰新村共有多达1700户人

家，充满地方特色与人情味。

除了村民们熟悉不过的巴板路早市、

大小店铺，大街上更有一条综合了

152个档口的美食街。

对于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而

言，班村是个深具地方创生潜力的社

区，因为这里有着浓浓的新村特色，

在地资源丰富和地理位置策略，只要

串连和整合在地资源就可创造出可持

续发展的生活和商业模式，为社区和

村民带来地方创生的生机。

梁德志与团队在2020年年尾因疫

情好转，着手在选区推动数项在地旅

游建议，计划在今年推行地方创生计

划。

“我们原定自今年初起大势宣传班

村在地旅游计划，无奈遇到疫情以致

计划搁置。疫情严重冲击各行各业，

我的选区也不例外，加上国门迟迟没

开放，本地游可谓是新出路。尤其适

耕庄过去十多年营造的旅游发展，一

直成为雪州的模范。”

推广在地旅游大计

因此，他希望借助推广地方旅游以

带动选区经济活动，今年初更耗费3

万5000令吉在班村要道路旁打造高

12尺、宽8尺和重200公斤的“鸡公

碗”地标。

他的团队也录制了班村美食视频，

介绍在九十年代屹立的美食街，包括

著名的肉骨茶、鸡饭、菜包、摇摇冰

等，让更多人认识这里的道地美食。

“本地人在疫情下出不了国，我希

望能串连起吉胆岛、班达马兰和巴生

小印度，打造巴生滨海区一日游或短

宿旅游，以吸引外地游客入驻。此举

能带动选区经济活动，受惠层面非常

大。”

无奈的是，政府为控制疫情在农历

新年前夕实施有条件行管令，梁德志

的一系列在地旅游计划被逼喊停。

尽管阻拦重重，梁德志并未放弃，

如今做好万全准备，待疫情过去后就

可马上启动班村在地旅游大计。

位于雪兰莪巴生的班达马兰新村，
靠近全球第十二大的巴生港口，
也是马来西亚第二大的华人新村。
1950年代，因英国殖民地政府的紧急状态所设立，
这个华人集中定居点，经历时间的淬炼，
再结合地理和人和的优势，如今生机处处。

撰稿：潘丽婷

▲梁德志与服务团队
在疫情期间准备不少
物资，以支援选区内有
需要的弱势群体。

集人和与地利创生

班达马兰

0710SK10.indd   2 2021-07-09   1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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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Jalan Telok Gadong/KS01, 
          319, Persiaran Raja Muda Musa,
          42100, Port Klang ,Selangor.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时至下午5时30分）
电话：03-3163 1139
（备注：由于雪州多县正实施加强行动管制令，服
              务中心暂时没对外开放，民众可通过
              WhatsApp联系：017-224 1139）

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
服务中心

一场僵持超过一年的新冠肺

炎疫情始终看不到终点，多少

家庭的生计饱受冲击，梁德志

此时携手各非政府组织和单位

协调援助对象，全力为弱势群

送暖。

他的服务中心在疫情爆发至

今，联合市议员、村委会和非

政府组织全力扶助清寒家庭。

梁德志在专访中坦言，自我

国从2020年初实施施行动管制

令以来，服务中心的物资援助

行动从未停顿。尤其随着今年

6月实施的全面行管令，更多

断炊者上门求助。

“我们近期也陆续派发干粮

给弱势群，解决他们三餐温饱

的问题。”

尽管在民间发起“挂白旗”

运动前，人民代议士或非政府

组织一直在积极协助社会弱势

群体，但令梁德志遗憾的是有

受惠者领取援助物资后，仍转

向其他组织求助物资。

他举例，服务中心早前接获

一单亲妈妈求助，班达马兰村

长跟进后发现该妇女才刚领获

由他们分发的物资。

为了避免小撮人士混水摸

鱼，谎称失生计以领取免费物

资转售，梁德志的服务中心如

今皆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核对

申请者的名单和背景等。

“我们也与非政府组织协调

分区施援，避免受惠名单重

叠，一些家境较清寒的个案则

可获得其他服务中心的物资，

包括分配不同的物资，以免浪

费资源。”

他深信有关合作方式可避免

受惠目标重叠，扩大援助对象

和范围，确保没有人会在疫情

下受忽略。

“只要是真正面对困境者，

服务中心一定会拔刀相助，惟

我也希望小撮人士不要滥用他

人的爱心，把机会留给真正有

需要者。”

他也感恩非政府组织及热心

商民的赞助，让服务中心有充

足资源扶助弱势群。

▲班达马兰新村美食街
隐藏了许多道地美食，
吸引巴生人前往寻觅美
食。

▲

梁德志2021年初在班达马
兰新村打造了新地标“鸡公
碗”，祈愿村民们今后都可
以丰衣足食。

▲

梁德志（左4）今年
初携同巴生市议员及官
员，与巴生五条路观音
亭众理事商讨提升当地
的基本建设。

对巴生人而言，班达马兰新村就是个

找吃天堂、采购日常用品和海味干货的

好地方。

这里不只有巴生人的足迹，许多外地

人在当地人带路下也闯入新村找美食，

加上靠近港口，更可品尝海鲜大餐。

梁德志说，巴板路早市有逾300档口，

设有大型的海味干货店，巴生人每逢过

农历新年必到新村来采购。

“由于班村人口以福建人为主，每逢

农历新年初八晚至初九凌晨更是热闹非

凡，这就是班村的人文特色。”

同时，巴生区的华人庙宇特多，梁德

志称在班村选区就有约70间合法注册

的庙宇，不少庙宇建筑物的设计更是独

特，好比莲花清人寺。

“我有次在班村遇到一名外迁至梳邦

定居的村民，搬家多年后仍定期回到新

村来采购日常用品，这里总是叫人难以

忘怀。”

也因如此，梁德志从这看到了班村潜

在的地方创生优势，尤其是距离新村10

分钟至20分钟的路程就坐落一座邮轮码

头。

“由于过去缺乏宣传，鲜少外地人熟

悉班达马兰。据了解，旅游公司一般都

向着陆的旅客推广吉隆坡购物之旅，事

实上应鼓励旅客在巴生来趟深度的在地

文化之旅。”

因此，身为父母官的梁德志希望尽一

已之力，宣传班村的地理特色和人文风

情，包括盛名的小印度街。

“在希盟执政中央时，我曾就此事与

旅游部及巴生港务局洽谈推广计划，无

奈却在计划有所进展时发生政权更迭，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令计划进度

受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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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场防病毒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专栏】（掌管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

*稿件由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办公室提供

你理想中的安全社区是怎样的呢？

过去数年，配合轻快铁和捷运的建

设，数个城市区的地方政府积极打造

步行社区，让市民能在安全的情况下

从住家步行至轻快铁、捷运站或临近

的商业区。

不过，由于地方政府的财力吃紧，

所以要做到此点需要发展商的配合，

其中一个例子是蒲种公主城步行区，

通过发展商IOI集团承建具备照明灯

的有盖行人道和天桥，民众可以步行

至蒲种工业区轻快铁站，也可采用天

桥到公主城第一及第二区。

安全是地方政府在审核新发展计划

时首要关注的条件，所以强制新发展

计划必须具备一系列的安全设施，例

如建设天桥、街灯及行人道等，步行

区也成为屋业发展近年来的新模式。

我们希望随着加强安全元素作为新

发展计划的条件，雪州的社区发展将

越来越来安全，民众可以更安心居住

和经商。

▲“精明雪兰莪控制中心”能更有效监控社区治安，防范罪案。

谈
安全城市，我们一般会

联想到日本东京、澳洲

墨尔本或新加坡等，这些国家

都是全球十大安全城市排行榜

上的“常客”。

对雪兰莪州政府而言，打造

安全城市不是为了跻身全球安

全城市排行榜中，而是我们相

信人们生活最基础的需求就是

安全。更何况，雪州作为我国

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为国内外

投资者打造安全的经商环境是

至关重要的。

根 据 《 经 济 学 人 》 （ T h e 

Economist）的全球城市报

告，目前有56%人口居住在城

市，这个数据到了2050年将攀

升至68%，而人口激增的问题

都发生在发展中的国家。

马来西亚统计局（DOSM）

的报告显示，我国在2020年的

总人口达3270万人，相比2019

年的3250人增长了0.4%；其中

雪州人口达656万人，为全马

人口最稠密的州属。

因此，打造社区治安是政府

攸关重要的任务，雪州政府网

未来将借助科技便利，智能化

的监控社区治安，守护社区安

全。

从地方规划上来看，雪州有

许多地段规划为警局或消防局

保留土地，但往往因警力不足

及联邦政府的资源有限，导致

没能建设警局或消防局。

电眼链接保平安

换言之，地方政府就必须通

过政策、基本安全设施和执法

等方面去填补以上的缺口，以

打造更全面的安全网。

雪州政府在2020年财政预算

中宣布，在社区安装5000部

闭路电视，如今已装置了超过

700部，以监控社区治安。

我们希望民众走在舒适，具

备照明灯的有盖行人道上，会

觉得更安全，也减少攫匪掠夺

的机会。

因此，州政府计划各地方政

府的所有闭路电视未来将统一

链 接 至 “ 精 明 雪 兰 莪 控 制 中

心 ” ， 以 更 有 效 监 控 社 区 治

安，防范罪案。

除了具备阻吓犯罪分子的效

用，闭路电视有助在罪案发生

后提供充足调查或证据。

当然更理想的方式是，闭路

电视具备脸部辨识技术，但碍

于我国的网络设备和网速无法

支 撑 ， 导 致 脸 部 辨 识 技 术 的

闭路电视短期内无法在本地采

用。

尽管如此，八打灵再也及梳

邦再也市政厅设有监控中心，

透过科技监控管辖区的治安，

这是较有财务能力的地方政府

为社区治安所采取的努力。

雪州政府拨款900万

令吉提升社区的交通灯

和街灯，加强硬体设施

以杜绝夜间罪案。

州 政 府 近 年 也 拨 款

200万令吉作为180名

来自9各地方政府辅警

的津贴，同时拨款200

万令吉为社区睦邻计划

基金，促进睦邻关系和

提升居家环境的安全措

施。

安 全 城 市 的 范 围 广

泛，安全指标包含了健

康安全、基础设施安全

和 个 人 安 全 等 ， 当 中

犯罪活动是其中一个元

素。

记得在约在10年前，

雪州好些社区罪案层出

不穷，人人自危，许多

民 宅 纷 纷 装 置 闭 路 电

视，也有居民自设巡逻

队轮班在住宅区巡逻。

雪州政府在这段时期

放缓条件，让民众在住

宅区设立围篱及聘请保

安 人 员 ， 捍 卫 家 园 安

全，而很多住宅区采用

这个方法后，社区罪案

率明显下降。

新发展强制安全设施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雪州政府致力为人民打造更安全
的社区，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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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讯）八打灵再也孟达里

公寓（Mentari Court）的所有住户

已筛检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呈阳性

反应的约9000名住户直接在加强行

动管制区原地接种新冠疫苗，以截

断病毒的传播链。

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表示，孟达里公寓从7月1日起实施加

强行管令（EMCO），涉及7栋高楼

的3469个单位，住户人数约1万7000

人，因此对各涉及单位是一大挑战。

“所幸，管制区内的所有住户截至7

月6日已全面筛检，接下来就是分批接

种疫苗，避免公寓今后再遭实施加强

行管令。”

阿米鲁丁7月6日说，该公寓的9000

名住户接种辉瑞疫苗，其中1553人已

在6月5日完成接种，当地也是全马首

个在加强行管区期间原地接种疫苗的

地区。

“我们也希望类似的安排接下来能

在数个加强行管区推行。”

另一方面，雪州政府在孟达里公寓

设置迷你低风险冠病隔离及治疗中

心，更方便监督当地的疫情。

雪州卫生局局长拿督沙阿里医生

说，该评估中心负责评估管制区的确

诊患者，以作出后续安排。

“设立此低风险隔离中心旨在让确

诊的居民入住，筛检呈阴性者则直接

在管制区内接种疫苗。”

13民生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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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断病毒链
管制期接种

注：资料取自雪隆檀香爱心福利中心
（更新于2021年6月29日）

新冠肺炎疫情压得国人透不过气？

警方揭露，我国在2021年首5个月共发生

了468宗自杀案，平均每天就有3人自杀轻

生。其中，雪兰莪在这段期间是自杀率最高

的州属，5个月内共有117人自杀。

警方调查后发现自杀者大多面对经济压

力、家庭压力及情绪问题，因此选择走上不

归路。从2019年截至今年5月份，共有1427

名女子和281名男子自杀，死者年龄介于15

岁至40岁。

其中，最多自杀者来自15岁至18岁者，占

了872人，接下来是19岁至40岁的668人，

情况令人担忧。

我们关心时刻处在痛苦中的你，如果你

此刻需要一丝关怀和援助，请联络以下单

位。 

你需要援助吗？
电协热线：010-821 7681 / 011-3601 8303
电协时间：8pm-10pm（周日-周五）

爱心线（雪隆）

电协热线：011-2610 1195
电协时间：7pm-9pm（周一/周二）
                3pm-9pm（周四）

隆雪华堂（雪隆）

电协热线：011-3157 1495 / 016-720 1495
电协时间：10am-12pm（周一/二/四/五）
                2pm-4pm（周一/周五/周六）
                6pm-10pm（周一-周五）

生命线（雪隆）

电协热线：03-2022 5505
电协时间：8pm-10pm（周二/周四）
                3pm-6pm（周六）

心灯（雪隆）

电协热线：012-913 4096
电协时间：2pm-5pm（周二-周四）
                7.30pm-9.30pm（周一-周五）

天匙（雪隆）

电协热线：017-203 9497
电协时间：9am-12pm（周一-周五）
                1pm-4pm（周一-周五）

文桥（雪隆）

电协热线：010-913 4096
电协时间：9am-9pm（周一-周五）

港湾（雪隆）

（莎阿南讯）

士拉央市议会从

6月1日至25日全

面封锁期间大检

举，发出了62张

警告和55张罚单

给违反标准作业

程序（SOP）的

商贩，同时下令

34间商业单位关

门。

同时，市议会

也发出219个口

头警告给违例的

商贩，提醒他们遵守由国家安

全理事会制定的防疫SOP。

士拉央市议会代主席仄惹米

6月28日主持6月份常月会议时

说，市议会在这段期间共造访

了1289建筑物及779个小贩单

位，并检查了526个建筑物。

“这些执法和监督行动主要

锁定在管辖区内的公共巴刹、

工厂区、修车厂、公共场所、

商业建筑物、小贩摊位和联合

管理机构高楼。”

他说，市议会将持续监督行

动，确保及时截断新冠肺炎病

毒在社区内的传播链。

他也提醒民众雪州目前仍处

于国家复苏计划第一阶段，民

众若没要事应尽量留守在家，

在外时也应做好防疫措施。

士
拉
央
市
会
发
  
罚
单

55

勒
令   违
规
商
店
关
门

34

孟达里公寓9000住户

▲ 孟 达 里
公寓住户在加强

行动管制令期间原
地接种新冠疫苗，
以 及 时 截 断 病 毒

的传播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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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榜东姑区州议员林怡威
为了减轻弱势群体的财务负担，服务

中心开放“甘榜东姑区食物援助计划”

给年迈者、残障人士、单亲母亲、重病

患者、低收入家庭和失业人士申请。

申请者必须是甘榜东姑区居民(SS1, 

SS2, SS3, SS9A, Seksyen 20, Seksyen 

21 dan Seksyen 22)，家庭收入收入少

过3000令吉。

有意申请者可上网申请(http: / / t i -

nyurl.com/bantuanasasKgTunku），

或拨打热线联络Charlie 012-2651312 

或 服务中心 010-2774724。

遍布各地
（莎阿南讯）随着政府在雪兰

莪34个副县实施加强行动管制

令，雪州人民代议士携手非政府

组织和各单位在疫情下发动关怀

行动，为饱受疫情和行管令影响

的民众送暖。

希盟的多名州议员如今纷纷在服务

中心门前设置“食物银行”，让有需

要者无偿索取，同时欢迎有能力者依

能力填补食物柜，提供互助平台。

同时，议员们也与市议员、居民委

员会和村委会合作，积极关注社区情

况，确保及时为断炊者送上支援。

这些善举也获得社会商民的热烈回

响，多个非政府组织捐赠物资和报

效饭盒，并经由各区州议员派发给有

需要的个人或家庭，暖暖心意遍布雪

州，为民众带来新希望。

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
服务中心从7月5日在位于万挠

珍珠的服务中心门外设置了食物

柜，在疫情下充当“食物银行”

以让有需要者自行上门领取，包

括快熟面、饼干、面包和口罩

等。

这项举措也感动了许多民众，

不少年轻人更自动为食物柜补

货，持续让更多人受惠。

▲万津州议员刘永山（前排左3）、仁嘉隆东禅寺，
以及瓜冷市议员杨克勤，准备100份爱心素食晚餐。

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
服务中心连同仁嘉隆东禅寺和瓜冷市议员杨克勤从6

月杪起，每日准备100份爱心素食晚餐以派发给有需要

的仁嘉隆新村的村民。

这项活动也获得仁嘉隆佳宁花园济善坛的响应，捐赠

100条三文治面包和120份爱心素食炒面。

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
蒲种约100家餐馆响应由服务中心发起

的“关爱金銮”行动，筹集物资以协助有

需要的民众。

州议员服务中心从2020年杪起在选区设

有“金銮厨房”及“共享食物柜”，协助

疫情下有需要的民众。

如今，我们连同蒲种餐饮业者的合作，

在短短一天内获得100家餐馆响应，筹集

物资协助发挥了“有能力者协助有需要

者”的精神。领取物资地点在公主城4/6

路的好好吃美食坊。

梳邦再也区州议员黄美诗
由于雪隆多区从7月3日起实施加强行管令，服务中

心与社区领袖合作，登门派发物资送给求助的家庭，避

免他们在外移动。

有需要的居民可通过Whatsapp：017-2995975及

017-3820938求助，服务中心会尽快送上给有需要者。

哥打肯文宁区州议员甘纳峇迪劳
服务团队派出10支援助队伍在疫情下支援选区内有需

要的弱势家庭。

这些支援队伍的成员包括市议员、村长、社区领袖和

服务中心职员，各队伍备有10个粮食包，一旦发现选区

内出现挂起白旗的民宅则可直接送上粮食，其中在7月4

日就派发了100个粮食包。

服务中心也发起称为“赞助一户家庭”运动，鼓励有

能力的民众援助其他受疫情重创的家庭，或一旦发现求

助讯息也可转达给服务中心，服务队伍将上门援助。

暖暖心意

▲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右）派

发米粮和生活必需品给受惠居

民。

▲蒲种约100家
餐馆响应”关爱
金銮”行动，筹
集物资帮助有需
要的人，右2是
金銮区州议员黄
思汉

▲甘纳峇迪劳（中）派发粮食支援有需要的居民。

▲梳邦再也州议员黄美诗（右）登门送物资给求助
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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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场防病毒
（适耕庄讯）设在斯里适耕

庄礼堂的沙白安南县新冠疫苗

接种中心7月5日起启用，放眼

单日为当地民众接种1000剂新

冠疫苗，加速沙白县接种率以

保障社区安全。

这也是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

向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卫生部及沙白县卫生局反映沙白

县疫苗接种率偏低，以及适耕庄

诊所每日仅能接种36剂疫苗后，

所争取到的成果。

黃瑞林7月5日巡视该接种中

心首日的运作后说，从确认设立

中心至投入运作的时间很短，礼

堂设备目前仍算齐全，不论电子

器具、医护人员或志愿者相当充

足，希望尽快达到单日接种千剂

目标。

“中心目前单日接种500剂

疫苗，希望一旦运作步入轨道

后，能达到单日1000剂疫苗的目

标。”

接种有助复苏经济

他说，在适耕庄设接种中心对

居民，尤其是交通不便长者或弱

势群体是重大的好消息，既能免

除舟车劳顿至大港的车程，也能

提高村民的接种意愿。

此外，黄瑞林说，尽管适耕庄

属于郊区小镇，惟也是闻名全国

的旅游景点。一旦疫情趋缓，经

济领域逐步开放后，已接种疫苗

的本地旅游业者能让游客更安心

前来游玩，以期尽快复苏适耕庄

经济发展。

他也吁请尚未登记疫苗者尽快

为自己和家人登记，因为疫情一

日未终结，毫无疫苗保护的染病

风险是没有人可以承担的隐忧。

“我希望尚未接获接种预约民

众耐心等待，随着越来越多接种

中心启用，施打疫苗的速度将日

渐提高。”

沙白县早前仅有大港设有大型

接种中心，但因电子设备不足，

每日仅能为600人接种疫苗，适

耕庄村民也需舟车劳顿远赴大港

接种。

▲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右）聆听沙白县信管疫苗接种中心负责
人讲解中心的操作模式。

（莎阿南讯）无拉港区州

议员王诗棋启动“无拉港支

援中心”，协调选区的物资分

配以帮助更多受加强行动管

制令影响的个人或家庭。

这项在“无拉港精神”下推

出的行动7月7日在蒂沙拜社

里花园民众会堂启动，在数

名商家和慈善组织支持下，目

前筹获300份食物篮。

王诗棋7月7日推介“无拉港

支援中心”时说，支援中心从

7月8日起投入运作，协调选区

内的资源分配与协调工作。

她说，义工将驻守支援中心

以接收热心厂商或民众的捐

赠，分配妥当后再依照民众

提呈的申请地址，由志工送

粮上门支援。

王诗棋说，该支援中心主要

派发粮食支援选区内的残疾

者、单亲家庭和乐龄人士，每

户家庭只限定一份申请。

“由于一些民众的住家不

方便或无法煮食等因素，食物

篮对他们的帮助不大，因此服

务中心将提供热食。尤其孤

老、年迈长者独居的家庭、租

房者等，此刻若遇到困境可

要求热食援助。”

她说，服务中心向选区内的

商贩订购热食，在疫情期间

间接支持他们的生意，也让有

需要者获得温饱，互惠互利。

她强调，“无拉港支援中

心”不接受登门求助，有需要

者需线上登记，并由志工送

到家门前，减少人流移动。

有需要申请的家庭，可

填写表格：h t t p s : // fo r m s .
gle/4rzNxLdKKyqin1xT8。

王诗棋启动支援中心
协调无拉港区物资支援

▲万达镇区州议员嘉玛丽雅（左）与八打灵
再也市议员巡视八打灵再也SS20区已安装好
的闭路电视。

（八打灵再也讯）万达镇区州议员

嘉玛丽雅拨款50万令吉在选区的15

个“黑区”装上闭路电视，以遏制垃

圾虫继续在当地乱丢垃圾。

嘉玛丽雅表示，服务中心在社区安

全计划下拨款在非法丢垃圾黑区装

置闭路电视，阻止民众继续在这些

地点，尤其是住宅区乱丢垃圾。

“一些民众喜欢在住宅区路旁乱

丢垃圾，以致衍生非法垃圾堆问题。

一些无良的罗里司机也经常随心所

欲的乱丢垃圾，引起居民不满。”

嘉玛丽雅7月1日巡视八打灵再也

SS20区的闭路电视安装工程后向

媒体说，承包商从5月31日起率先在

SS20区安装电眼，之后再分阶段施工。

“所有的闭路电视将连线至设在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总部大厦的监控室，并由执法小组负责监

督。”

此外，嘉玛丽雅指出当局也正鉴定50个装置告

示牌的地点，以警惕民众不要乱丢垃圾。

她希望通过上述努力能杜绝垃圾虫再次乱丢

垃圾，同时缔造更干净及和谐的社区。

“我们希望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居民不只发

挥‘大家照顾大家’的抗疫精神，同时也能携手打

造更安全及和谐的社区。”

▲沙白安南县新冠疫苗接种中心
启用后，有望单日为当地人民接
种1000剂新冠疫苗。

放眼 适耕庄接种中心启用  

单日接种1000剂

▲无拉港区州议员王诗棋启动支
援中心，以协调选区的外资分配
和支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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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的“长颈鹿故事馆”团队成员包括张敏仪、

陆志勇、李顺荣及阿米鲁。他们长期驻扎于蕉赖十

一哩新村已长达10年，借由书本与故事的传递，旨

在提升在地阅读风气、建立富有人文素养的社区。

在这次参赛企划中提出希望把多年来在社区所累积

的经验，透过一台流动工具车散播到更多的地方。

其扎实的社区经营经验及完整执行策略，所提出的

社区互助系统建立及创新性获得评审青睐，勇夺新

新村第一届企划案大赛冠军及2万令吉奖金。

民众吁红区
加场防病毒

（莎阿南讯）历经4个月的新新村《社区

营造.创新同行》企划案大赛圆满落幕，获

得西马76组团队参赛，不仅串连台湾社区营

造经验，更凝聚起大马各社区，为营造新社

区而努力。

这项比赛的冠军和亚军得主分别是来自雪兰莪

的长颈鹿故事馆及绿游人。其中，长颈鹿故事馆

企划案主题是“小麻雀工具图书馆”；绿游人则

是“永续乌鲁音”，分别获得2万及1万令吉奖

金。季军得奖是柔佛居銮的蔬果派的“逛巴刹”

，获得8000令吉奖金，作为其企划执行费用

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7月4日晚通

过“新新村”官方脸书，担任此线上颁奖典礼的

嘉宾；其他嘉宾有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和槟城马

章武莫区州议员李凯伦。

新新村《社区营造.创新同行》企划案大赛

是“2021 台马社造学堂 ”旗下一项活动，由新

新村社区联盟及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

处联合主办，雪州政府是支持单位。策略伙伴

包括马章舞墨新村节、圆梦工场、麻河时光、P 

Lab、Lostgens’、UCSI大学建筑与环境设计

学院、窝工房、B United及城视报。

比赛从今年3月起开跑，历时4个月终于来到尾

声。

企划案大赛共吸引西马各地的76组团队报名参

赛，并有25组入围。入围团队不仅需要参加为期

一个月的台马社造导师培训指导，还要在决赛中

以5分钟限时报告呈现企划重点，另5分钟回应评

审提问，以争取前三名奖项。

新新村希望透过企划案大赛，能让各个在不同

地区的团队有认识及合作的机会，也让更多人看

到社区的活力与希望。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赞扬新新

村《社区营造创新同行》企

划案大赛，不仅串连起台湾社

区营造的经验，更把大马各个

社区凝聚起来，互相交流和学

习。

“我很高兴看见许多来自雪

州的社区团队参赛。即便疫情

严峻，参赛团队仍正面提出实

际对社区建设的创新提案。”

他说，即使台马两地社区发

展脉络不尽相同，但台湾拥有

超过30年的社区营造经验却

值得大家学习。尤其是由下而

上的社区自主与自治意识、对

于家乡的认同及归属感，进而

自发投入社区建设。

“由雪州推动的雪州团队

（TEAM SELANGOR）是

个积极推动雪州自愿者的培训

计划，通过与当地居民合作，

共同参与及解决社区问题，并

增强社区与地方政府，甚至州

政府的沟通。 ”

他也希望这些企划最终能逐

一落实，通过各造的创意打造

更多元化、包容性和韧性的大

马社区。

决赛评审：
• 隆雪历史与文化遗产之友学会主席陈亚才

• 紫藤文化企业集团创办人暨董事长林福南

• USCI大学建筑与环境设计学院专任教授张集强

• Arts-ED槟城文化艺术教育组织执行长曾玉萍

• 台南艺术大学教授兼院长曾旭正大臣：创意打造多元社区

夺冠亚军
雪州2组织
营造大赛创多元社区

“蔬果派”团队成员罗璟彤

和陈子彬来自柔佛居銮，平均

年龄只有26岁的他们获得本届

企划案大赛季军和奖金8000令

吉。他们以居銮河边巴刹为基

地，提出《逛巴刹》计划，设

立巴刹小学堂为孩子们进行食

农教育。此外，他们也想利用

闲置土地为当地居民建立社区

菜园，增进彼此的互动机会，

期许未来的河边巴刹可重拾社

区浓厚的人情味及互助精神。 

乌鲁音的“绿游人”凭着在地人的优势，并结合专

业团队，提出《永续乌鲁音》计划，以永续经营、生

态旅游的概念，并积极推广家乡特色。他们的商业模

式及进阶式卷动社区居民参与等执行策略的周延性，

让其获得亚军头衔及1万令吉奖金。团队成员包括刘

理顺、李彩薇、黄招勤及高佩瑤。

小麻雀工具图书馆冠 军

永续乌鲁音亚 军逛巴刹季 军

▲新新村企划案大赛决赛评审会议（左上至右：蔡依霖、林
福南、张集强；左下至右：陈亚才、曾玉萍、曾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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