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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對水壓低和制水問題。
要夜間操作讓蓄水池水位上升，
以便隔天水供能夠滿足需求。
她說，達魯阿曼水務公司
（SADA）已被告之和關注用戶
面對水供和水壓低問題，並致力
處理和解決問題以使水供不受影
響，若發生民眾舉辦喪禮等緊急
事故，水務公司將根據申請運送
淨水。

SADA重啟水泵房

針約對 5吉萬打人港長口期 區面

新屋業區須備泵房
他指出，至於正籌備
或在吉打港口鎮內施工
的屋業發展計劃，該公
司也已指示發展商，須
自行提供泵房設施和水

訃告

騎摩多遭垃圾車撞倒

六旬翁捲入車底死
（檳城23日訊）一名61歲
摩多男騎士在大道被垃圾車撞
倒後，捲入車底，當場喪命。
這宗車禍於今早8點多，發
生在敦林蒼祐醫生大道（靠
近Caltax油站和烏迪尼路入
口）。
死者李志誠（譯音），來自
壟尾。（SEH）

垃圾車底下的死者遺體。
消拯員協助警員移出卡在

對制水問題一事，吉
打達魯阿曼水務公司
（SADA）說，該公司
已重新操作當地數座泵
房以提升抽水量，同時
也要求新屋業發展商須
在新屋業區準備泵房，
避免影響整個地區的水
供。
SADA公司企業服務
部主任亞納斯艾迪今日

發文告說，該公司已重
啟吉打港口第一花園住
宅區內的泵房操作，
而這工作將分成4個階
段，以便提升當地水
供。

（北海23日訊）3名巫
裔男中學生把道路當成賽
車道，從拉哈哥巴路一路
飆車至甲拋峇底，還做出
翹前輪（Wheelie）的危
險動作，最終被警方逮
捕。
威北警區主任諾再尼今
日發文告指出，警方昨日
展開“道路流氓行動”，
逮捕涉嫌危險駕駛的3名
在籍中學生，分別是14
歲、16歲和18歲，其中
一人還是大馬教育文憑
（SPM）應考生。警方援
引1987年陸路交通法令第
42（1）（魯莽駕駛）條
文調查此案。
諾再尼吁請所有道路使用者尤其是年
輕的摩多騎士，勿將拉哈哥巴路當成賽
車道，這不僅危害自己也對他人構成威
脅。
諾再尼希望為人父母者，能時刻關注
孩子的舉動，更不要隨意讓孩子無牌駕
駛，警方也將持續采取嚴厲執法行動。
（SEH）

訃

大山腳

王泗信(世興)先生內人
王瑋鴻 瑋勝(瑋聲) 鍏傑(瑋傑)兄弟家慈

（檳城23日訊）檳州警方昨
日到牛干冬巡視店鋪防疫標準
作業程序，事後盛傳一些賣酒的
餐館被警方指示關閉。不過，東
北警區主任主任索菲安否認此說
法。
他今日受詢時說，根據國家安
全理事會指示，夜店、酒吧和內
附餐館至今仍被禁止營業，警方
僅指示這類店鋪關閉，不包括賣
酒的餐館。
“只要店鋪不是以夜店和酒吧
形式經營，警方沒有理由指示餐
館關閉。”（SEH）

死者李志誠。

吉港口區泵房重啟

應對措施，縱使資源受
限下，也儘量給予用戶
派水服務，包括會遵照
時間表出動載水羅里，
定時到面對水供影響的
住宅區派發水。
他指出，對於長遠解
決方案，除了會提升柏
魯邦濾水站，增加產水
量，也會通過公共工程
局在吉打港口區安裝水
管。
一旦柏魯邦濾水站提
升工程已竣工，預料會
全面改善吉打港口區的
水供。（YLS）

3中學生飆車被捕

SADA：分4階段

槽，以防新建住宅區會
影響到其他屋業區的水
供。
他解釋，吉打港口處
於水供輸送最尾端，從
日得拉柏魯邦濾水站發
送的水，過程中會輸送
到亞羅士打區、亞羅孟
古都至吉打港口，全程
約20公里。
他說，近年來由於新
邦瓜拉至吉打港口沿路
都取得蓬勃發展，造成
水供需求量倍增，但濾
水站所能負荷的產水量
卻無法再增加。
他說，該公司已採取

檳警否認關賣酒餐館

馬路當賽車道

“SADA將會重新啟動第一花
園不同期的住宅區水泵房，以確
保當地水供穩定，涉及的水泵
房是第1期、第3期及第4期住宅
區。”
她說，在吉打港或鄰近地區正
在興建及規劃中的住宅區，發展

商將在不影響原有水泵房的操
作情況下，也會各自興建大水
槽和水泵房。
至於長期計劃的建議，她
說，當局建議提升柏魯邦濾水
站，吉州政府將通過公共工程
局在吉打港區安裝水管，目前
已進入招標程序。一旦柏魯邦
濾水站及其他提升工程完成，
預料會改善吉打港口水供和水
壓問題。
吉打港口居民昨天投訴，吉
打港口11個住宅區和沿海地區
的甘榜，近乎逾5萬名居民，在
過去10年來，經常面對低水壓
或制水的情況，每天為水煩。

賣食品的廠地，關閉不超過14天”以及“觸犯
條例者一旦罪成可被判監不超過5年或罰款或兩
者兼施。
他指出，一家工廠的食品受污染了又分銷出
去，受到影響的人口可不少，相形之下，食品
法令第11項條款所賦予的懲罰實在是微不足
道。（SEH）

■

的終端，以及節慶和假日用水量激增，才會常面

檳消協促修法嚴懲

■

■

（亞羅士打23日訊）吉打港口區處於水供管線

工廠生產骯髒食品

館。
和內附餐館關閉，不包括賣酒的餐
索菲安：警方只指示夜店、酒吧

低和制水問題。
激增，才會常面對水壓
以及節慶和假日用水量
處於水供管線的終端，
蘇拉雅：吉打港口區

常面對水壓低制水

（檳城23日訊）檳城消費人協會促請政府考
慮嚴懲生產骯髒食品的廠商，把罰款提高到3萬
令吉，並對食品法令作出相應的修改。
檳消協主席莫希丁阿都卡迪今日發文告說，
近日媒體報導，有4家位於檳州雙溪峇甲和爪夷
的腐竹製造廠，因為在不衛生的環境下運作而
接獲當局的總額8500令吉罰單。
“檳消協認為，1983年的食品法令應該予以
修正，因為這部法令的第11項條款已經不足以
阻懾犯法的人。”
第11項條文闡明，當局可以“下令生產或售

■

吉港口在水供管線終端

吉州公共工程、水務及水供、
州能源事務委員會主席拿督蘇拉
雅耶谷今日在臉書專頁貼文說，
吉打港口水供源自日得拉柏魯邦
（Pelubang）濾水站，所生產
的淨水將通過日得拉武吉丁宜蓄
水池後再輸送到吉打港口。
這期間會經過部份亞羅士打市
區、亞羅孟古都後抵達吉打港口
區，全長約20公里。
“從新邦瓜拉至吉打洪口沿路
的房屋發展計劃密集，每年水供
需求與日俱增，然而濾水站的自
來水產量不變。每次假日如節
慶、學校假期或週末時，也比平
日的用水量倍增。”
她說，上述情況影響了地方上
居民的水供和水壓問題，短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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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敬愛的至親

王門蔡氏邁

(瑪莉)太夫人

慟於公元 2021 年 2 月 21 日 ( 農曆辛丑
年正月初十日 ) 晚上 10 時半壽終內寢，
享壽積閏 75 歲， 吾等隨侍在側， 親
視含殮， 即日遵禮成服， 涓定於 2 月 25 日 ( 星期四 )
上午 10 時舉殯， 遺靈安葬於吉打武吉士南卯幸福陵園
風景園。

謹此訃

( 喪 禮 依 佛 教 儀 式 進 行)

我們最敬愛的至親

沈門許氏美枝太夫人

聞

夫：王泗信(世興)
傑(瑋傑)
孝男： 王瑋鴻
瑋勝(瑋聲) 鍏傑(瑋傑)
孝媳：陳芓磬(芷芹)
磬(芷芹)
詹子慧
孝女：王瑋珊
女婿：黃良順
義男：李振興
內孫男：王騰飛 騰進
內孫女：王贏萱 盈曦 盈斐
外孫男：黃紫淞
夫兄：王世戰
世平
世輝
夫兄嫂：何素娥 方保容
夫弟：王士銘(世民) 璋霖
福霖
喜霖
瑞霖
夫弟婦： 洪秀玉
周喜鳳 李麗蓉 杜素雲 郭秀興
夫誼兄：陳金龍
夫誼兄嫂：梁雅音
夫侄男：王立仁
立勇
立才
鴻源
鴻基
永泰
信一
信力
永山
立如
夫侄媳：曾佩詩 許秀麗
梁菡寧
夫侄女：王瑋珠 瑋珮 瑋葶 瑋駿 瑋玲 瑋瑩
瑋汾 瑋淇 瑋筠
夫侄婿：黃成貴
Derek Kreft
(尚有侄甥孫輩暨親屬眾多，未能盡錄)同泣啟
喪居：大山腳馬章武莫新市鎮
55, Lorong Machang Bubok 2, Bandar Machang Bubok, 14020 B.M.
電話：010-702 8859, 012-414 6360, 012-470 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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慟於公元2021年2月21日(農曆辛丑年正月初十日)晚上8時56分壽
終內寢，享壽積閏72歲，吾等隨侍在側，親視含殮，即日遵禮成
服，淚涓於2月25日(星期四)早上10時30分舉殯，奉移至大山腳
武拉必福德正神火葬場火化。叨屬

姻友世鄉宗 誼哀此訃

聞

家翁：沈定南
家婆：黃吉舌
父親：許慶春
母親：劉林秀香
夫：沈清義
孝男：沈敬聰
孝媳：陳燕麗
孝女：沈軒琳
女婿：李年安
夫胞兄：洪沈清池 沈清海
清河 清水 清城 清隆
夫兄嫂：許玉鳳
蕭亞彎 陳秀碹
王金葉
夫胞姐：沈亞鳳
亞汀
生丁
亞惹
夫姐夫：洪碧源 陳財順 林振福 楊來泉
胞兄：許榮聲 振和
胞弟：許協豐
協新
協明
胞弟婦：張嘉蕙 沈晏伈 王莉莉
胞姐：許美葉
美惜 李許美琴
姐夫：黃如福 林瑞健 林慶發
胞妹：許美英 美專 妹夫：邱榮春 杜忠益
外孫男：李睿洋
(尚有侄甥孫輩暨親屬眾多，未能盡錄)同泣啟
喪居：NO.21, LORONG MESRA PERMAI 6, TAMAN MESRA PERMAI,
13400 BUTTERWORTH.
電話：012-4661514, 016-485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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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敬愛的至親

陳萬貴老先生
祖籍福建海澄
慟於公元2021年2月22日(農曆辛丑年正月
十一日)下午3時50分壽終正寢，享壽積閏78
高齡，吾等隨侍在側，親視含殮，即日遵禮
成服，淚涓於2月26日(星期五)上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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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姻友世鄉宗 誼哀此訃

聞

妻：楊維鳳
孝男：陳億賜神父 陳億榮 陳億宗
劉憶梅
孝媳：
誼女：曾麗嫻
誼女婿：陳泓升
胞兄：陳萬勝
兄嫂：汪金絲
胞弟：陳萬民 陳萬平 陳萬靈
弟婦：王碹寶 陳明月 林彩玉
胞妹：陳美卿 陳麗美 陳麗鳳
妹夫：劉德新 馬鴻斌 王來成
內孫男：陳招恺
招旭 內孫女：陳熙媛
誼孫男：陳政陽

遺靈明日舉殯
（北海23日
訊）北海沈清義
老先生德配，沈
敬聰君令堂，李
年安先生令岳
母，沈門許氏美
枝太夫人，慟於
公元2021年2月
21日（農曆辛丑
年正月初十）晚
上8時56分壽終
內寢於此間NO：
21,LORONG
MESRA PERMAI

AUTOMATION
SOLUTION SDN.
BHD.董事經理，
娶媳陳燕麗，為
TECH IMPRO
AUTOMATION
SOLUTION SDN.
BHD.董事。其
女沈軒琳，在
ATTRACTIVE
VENTURE SDN.
B H D . 為 高 級
客服，適婿李
年安，在LOH
ELECTRICAL
ENGINEERING為

6 , T A M A N
M E S R A
PERMAI,13400
BUTTERWORTH
私寓，享壽積閏
72歲，遺下1子1
女1外孫男。
許 美 枝 太 夫
人，為人和藹可
親，節約持家，
相夫教子，鄰里
稱賢。其哲嗣
沈敬聰，為北
海 TECH IMPRO

遺靈明日舉殯

2830309

（大山腳23日
訊）大山腳王泗
信（世興）先生
令德配，瑋鴻、
瑋勝（瑋聲）、
鍏傑（瑋傑）昆
仲令堂，黃良順
先生令岳母，王

檳發五金機械有限公司
Ping Huat Engineering Hardware Sdn Bhd

楊瑞德 瑞祥賢昆仲
令尊
楊瑞珍 瑞鳳賢昆玉
楊作平 作洲賢昆仲令胞兄

楊作江老先生千古

■許美枝太夫人
遺容
一名技術人員。
其餘外孫輩皆聰
明伶俐。
沈府經擇定於
2月25日（星期
四）上午10時30
分舉殯，奉移至
大山腳武拉必福
德正神火葬場火
化。（TSH）

門蔡氏邁瑮（瑪
莉）太夫人慟於
公元2021年2月
21日（農曆辛丑
年正月初十）晚
上10時半壽終內
寢，享壽積閏75
歲，遺下3男1女
暨內外孫等。
蔡氏邁瑮（瑪
莉）太夫人秉性慈
祥，相夫教子，鄰

■馬來西亞馬氏宗親總會及檳城馬
氏扶風堂同仁致祭。主祭馬光榮。

杜碧霞夫婿
慶祥鳳吟鳳音令尊

馬卓武老先生舉殯
節約喪費捐團體

里同欽。其夫婿王
泗信為退休人士，
哲嗣王瑋鴻從事建
築業，娶媳陳芓磬
（芷芹），次男瑋
勝（瑋聲）從事電
子業，三男鍏傑
（瑋傑）從事餐飲
業，娶媳詹子慧。
孝女王瑋珊適
婿黃良順，黃君
任職工程師，其
餘內外孫等皆聰
明伶俐。

■蔡邁瑮太夫人
遺容
王門蔡氏邁瑮
（瑪莉）太夫人
遺靈擇定於本月
25日（星期四）
上午10時舉殯，
安葬於吉打武吉
士南卯幸福陵
園。（NCM）

深切哀悼

家國林宗長德配

本會已故

趙門王氏嬌華老夫人靈右

淑德
常昭

檳城北馬沙堤趙氏公會
理事會同人敬輓
2830304

2830304
深 切

高山
仰止

（檳城23日訊）本嶼杜碧霞令夫
婿，馬慶祥（Kenny Beh）、鳳吟、鳳
音質量評估師令尊，黃順吉、高級拿
督倪浤展令岳父，馬卓武老先生，慟
於2021年2月19日（農曆辛丑年正月初
八）星期五中午12時25分壽終正寢，
享壽積閏80有1歲，遺下愛妻杜碧霞，
1男2女及孫輩滿堂，堪稱福壽全歸。
馬老先生遺靈經於2月21日（星期日）
上午11時舉殯，奉移至檳城峇都眼東火
化場火化。喪府居喪特節約喪費捐助予
霹靂太平華聯幼兒園、霹靂太平華聯第
一小學及檳城壟尾宮大伯公理事會。
舉殯之日，前往致祭執紼者極眾，該
社團包括馬來西亞馬氏宗親總會、檳城
馬氏扶風堂、檳榔嶼潮州會館、潮安同
鄉會、檳城壟尾宮大伯公理事會、南山
石岩大伯公理事會、榴槤窩大伯公廟及
山頂菜園嶺大伯公廟、南洋同奉善堂檳
州分堂、檳城跑馬園鳳凰宮、馬來西亞
創價學會檳州分會及檳城壟尾區義務消
防隊同仁致祭等，殯儀哀榮。（KGC）

■檳榔嶼潮州會館及潮安同鄉會同
仁致祭。主祭拿督斯里黃智緒。

哀 悼

TECH IMPRO AUTOMATION SOLUTION SDN. BHD.
CLOUDBYTE SDN. BHD.
董事經理

沈敬聰先生令慈

TECH IMPRO AUTOMATION SOLUTION SDN. BHD.

集利五金有限公司
建文建築有限公司
成功五金有限公司

董事

陳燕麗女士令家婆

沈門許氏美枝太夫人靈右

晉林五金有限公司
森達美五金有限公司
協盛發五金有限公司
力達機械五金有限公司
大明五金機械有限公司
威特技機械五金有限公司
SIMACH INDUSTRIAL SUPPLIES SDN. BHD.
謝有利
永利電器有限公司
聯友衛生工程有限公司 萬商棧貿易有限公司
福成興(五金)有限公司 黃世德
立成五金機械有限公司
敬輓
陳榮豐紙業文具有限公司
283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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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美枝太夫人仙逝

蔡邁瑮太夫人仙逝

治喪處：檳城峇都眼東聯合褔建公塚殯儀舘C格西天堂
電話：016-4661946 , 012-4773187

北海:

沈清義德配敬聰令堂

王泗信德配瑋鴻瑋勝鍏傑令堂

(尚有侄甥孫輩等暨親屬眾多，未能盡錄)同泣啟

府孝眷合影。
受惠團體代表與喪

訃告

A12

駕返瑤池
TECH IMPRO AUTOMATION SOLUTION SDN. BHD.
CLOUDBYTE SDN. BHD.
(1262289-X)

(1394670-V)

全 體 職 員 敬 輓
283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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