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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籍公民延扣至本週六。
涉及玻泰邊境鎗擊案的3名

■

油漬污染百樂門釣魚區
檳環境局查肇因
報 導 陳嘉瑩

（檳城25日訊）靠近檳

邊境鎗擊殺警案

城蘇丹阿末莎路百樂門
（Paramount）淺海釣魚區

2泰嫌犯延扣4天

的2公里海域，昨早被發現
有大灘的黑色油漬的污染，

（加央25日訊）涉嫌在馬泰邊境鎗
擊案中鎗殺警方普通行動部隊伍長的2
名泰籍嫌犯，今早被警方帶往加央法
庭，法庭批准延扣嫌犯4天至本週六。
另外，警方在鎗擊案發生后也逮捕了
15名年齡介于19至37歲，涉及私運哥
冬葉的本地人及1名泰籍公民助查，他
們也在今日帶往法庭申請延扣。
加央法庭主簿官莫妮卡批准警方申請
延扣本地人至12月1日，而泰籍公民則
到本月28日，警方是援引刑事法典第
302（謀殺）/307（企圖謀殺）條文調查
涉案的18人。

玻州總警長拿督蘇麗娜說，除了上述
2名在案發現場被逮捕泰籍嫌犯外，其
余16人是警方昨早7時及9時30分在境
內展開的2項突擊行動中被扣返警局。
“這些被捕的本地人及一名泰籍公民
都是哥冬葉走私集團的成員。”

再捕2泰籍男子
（馬口25日訊）全國總警長丹斯里
阿 都 哈 密 證 實 ， 我 國 警 方 在 今 早 7時
許，再扣捕2名泰籍男子，協助調查昨
日發生在馬泰邊境的警方與私梟鎗戰事
件，這也使到馬泰兩國警方至今共扣捕
8名男子。
他今早率領大批警員，蒞臨森彭邊界
的森州仁保縣雙溪三保原住民村落，給
昨早不幸殉職的普通行動組伍長巴哈魯
丁，致以最後敬意。
阿都哈密過後在記者會上說，自從昨
日凌晨在玻璃市巴東勿剎馬泰邊境發生
警方和私梟鎗戰事件後，警方已在現場
展開搜查，今早7時再有收獲，成功扣
捕2名泰籍男子。

■FRAMES‘N’LENSES (2008)
SDN.BHD全體職員致祭。

計2週內將查出肇因。

在昨日凌晨2時30分發生在玻泰邊境
的鎗戰中，一名警方普通行動部隊伍長
巴哈魯丁不幸遭10餘名泰籍私梟開鎗
擊斃，另一名伍長諾利漢則身中3鎗，
所幸在送往加央端姑法霞中央醫院急救
后，目前傷勢已穩定，但體內3枚子彈
尚未取出，需另外再動手術。（CSH）

庫，去有效確定漏油事件的起因，這
套系統通過迅速和有效地減少尋找洩
漏起源的範圍，也提高了環境局官員
在防止、執法和調查漏油事件的能力
與效率。（TTK)

出動無人機勘察情況
檳州環境局峇六拜分局主任藍利指
出，該局接獲投訴後就派人前來採取

■R 西 瓦 拉
祖。

■雖然很多油污已被沖上岸，但仍可看到黑油漂浮在
海面上。

■檳城國際獅子會308 B2區、檳城丹絨獅子會同仁致祭。

■檳城楊氏公會同仁致祭。

黃雅芬夫婿子烜登福令尊

楊振榮先生殯儀哀榮
節約喪費捐團體

我們最敬愛的至親

老太夫人

樣本，今日也出動無人機勘察情況，
海面受污染的面積不大，所以不會造
成很大的影響。
另外，大馬自然之友（SAM）主
席米娜詩拉曼今日也發文告呼籲環境
局與檳州政府，立即採取行動，確定
百樂門釣魚區海岸發生的漏油事件起
因。
她說，有關當局必須積極採取行動
確定漏油事件的原因，因為它不但嚴
重影響海面和海岸的生態系統，也影
響到漁民社區的經濟來源。
她稱，環境局作為1974年環境素質
法令之下的漏油執法單位，已經建立
碳氫化合物指紋系統（HyFiS）的資料

也是漁民的他說，他並不清楚油漬
是幾時洩漏並造成海面的污染。以他
的經驗，一般大艘船是不會把黑油倒
入海中，也很少會發生漏油情況，所
以他懷疑是附近的私人遊艇或小船發
生漏油所致。
他坦言，由於油洩的污染，導致漁
夫無法出海捕魚，生計受到影響。
該區有約15名漁夫，共12艘小船，
漁夫一般以捕捉淺海魚蟹居多。預計
每天將有總1萬5000令吉的損失。
他說，有關當局包括檳州環境局官
員，在昨天已前往採擷黑油及沙子的
樣本進行化驗，以進一步查明原因。

■受惠單位代表領款後與喪府孝眷合影。

蔡門駱氏

■環境局官員正以無人機勘察受污染的面積，右一為藍利。

污染影響漁夫出海

他說，2名男子落網的地區，與昨早
發生鎗戰的地點不遠，大約就1英里的
範圍之內。
阿都哈密也說，我國警方將會正式向
泰國警方提出申請，引渡4名被泰國警
方扣捕的男子到我國，接受刑事調查部
調查，以找出他們在鎗戰時所使用的鎗
械，到底是藏在何時，或是丟在何時。
阿都哈密說，為了肯定及表揚殉職長
長巴哈魯丁及受傷伍長諾里漢伍長的英
勇保家衛國表現，他已向首相丹斯里慕
尤丁建議，向兩人追封及頒發國家英雄
勛章，致於勛章的種類則有待確定。
此外，警內部也計劃將兩人的警階，
從現有的伍長擢升至警曹。一旦警階被
擢升，他們和家屬所獲得的津貼也將會
增加。（T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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慟於公元 2020 年 11 月 25 日 ( 農
曆庚子年十月十一日 ) 清晨 6 時
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九十有一高
齡，吾等隨侍在側，親視含殮，
即日遵禮成服，淚涓 11 月 27 日 ( 星期五 ) 下午 2 時舉殯，
奉移至檳城峇都眼東聯合福建公塚火葬場火化。叨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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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今早前往現場，發現雖然多數
油污已被沖上沙灘，但海面上仍可看
到部分黑色油漬漂浮，而且散發強烈
的油味。紅毛路百樂門漁夫協會代主
席R西瓦拉祖說，他是於昨日清晨6時
30分發現有海面上有油污情況，由於
當時天未亮，看得不是很清楚，只聞
到很重的油味，他以為是附近漁船油
箱洩油所致。
“在大約早上7時，我發現沿著海岸
大約2公里的海面，有黑油漂浮在海面
上。”

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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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16走私哥冬葉成員

檳州環境局已展開調查，預

聞

（檳城25日訊）本嶼黃雅芬女士夫
婿，即楊子烜，登福賢昆仲令尊，楊
振榮先生，慟於公元2020年11月20日
（即農曆庚子年十月初六）早上8時30
分壽終正寢。享壽積閏63歲，遺下孀妻
黃雅芬女士及2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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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榮先生遺靈經於11月24日（星
期二）下午2時舉殯，奉移至檳城峇都
眼東聯合福建公塚火葬場火化。
喪府平素熱心社會公益，居喪不忘
慈善，節約喪費捐助予：檳城楊氏公
會、恆毅校友會、恆毅童軍兄弟團、
檳城國際獅子會308 B2區、檳城丹絨
獅子會、檳城丹絨之星獅子會及高爾

楊德安先生令尊

楊亞龍老先生千古
■Essilor Amera公司同仁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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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球隊友好，此熱心社會精神，殊足欽
式。舉殯日前往致祭執紼社團代表及親
友殊眾，除了上述受惠單位外，尚有：
FRAMES‘N’LENSES (2008) SDN.
BHD全體職員、Essilor Amera公司、
檳城愛蓮玉府殿理事會、檳城鳳山寺聖
母宮理事會、釋儒道、凈土有限公司、
富貴山莊同仁等致祭，殯儀哀榮。

本廟正主席 / 本會副總務

福壽全歸
拿
督

■高爾夫球隊友好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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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謝
我們最敬愛的親人

李門林氏秀英太夫人
慟於公元2020年11月21日辭世，11月25日舉殯，奉移
至檳城峇都眼東聯合福建公塚火葬場火化。居喪期
間，叨蒙本外坡諸親友及社團代表，蒞臨唁慰，或惠
賜賻儀、花圈、輓軸、刊登輓詞等。出殯之日，復蒙
躬臨致祭執紼，惠借車輛用具，襄理一切喪務等，雲
情厚誼，存歿均感，祇因墨服在身，未克一一踵門叩
謝，謹登報端，藉申謝忱。伏維
矜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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