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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会在野党领袖安华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鉴于世界经济局势已转变，再

加上马来西亚“赖以为生”的原油原棕油

价格大挫，促请政府提呈一份新的财政预

算案或修改早前提呈的预算案。  

 

安华解释道，马来西亚的国家收入高度依赖天然资源，单

单原油和天然气的收入就占了国家总收入的 44%。首相及

原来兼任财政部长的阿都拉巴达威在 8 月 29 日提呈的预

算案，是根据当时国际原油每桶 125 美元为准，但国际原

油价格在国会休会一个月期间大幅度降低，目前原油价位

每桶仅 70 美元，国家原有预算的收入肯定有很大出入  

 

他表示，由于原产品的价格已滑落，加上国家经济成长也

会因着全球经济气候的影响而放缓；因此预估2009 年的

国家收入，将会比联邦政府所预测的 1760 亿元缩减 11%，

只达 1570 亿元。  

 

国家收入改变，对于经济成长、支出预算及财政赤字都有

莫大影响；安华（上图）继称，我国政府为了解决赤字问

题，发出价值马币 600 元的新债券。再看现有美国、欧洲

及日本的状况，安华不禁担心，这是否可承担我国的赤

字。  

 

这些原产品的价差，导致早前所拟定的预算案已失去其效

用性；因此，安华今天在国会不断强调，国会没必要为一

个月半前已过时的数据而作无谓的辩论。  

 

安华继续提出预算案不符现状的重点，我国在近期内已面

对资金外流的压力。我国在今年上半年已面对总值 1250

亿元的资金外流，单在八月份的最后两周内，就有 40 亿

元资金外流。安华因而提出政府的矛盾：此时为何还一直

辩说我国对外资仍深具吸引力？ 

  

阿都拉提呈预算案时曾提到，我国在 2008 年的赤字为国

内生产总值的 4.8%，不过根据现有的状况，安华认为我国

的赤字已远超这个水平。此外，阿都拉当时也预估，我国

在 2009 年的赤字将可减低至 3.2%，安华直批这是无法达

到的目标。   新闻来源：独立新闻在线 

本期精彩内容：
本期精彩内容：
本期精彩内容：
本期精彩内容：    

• 84议员联署要国会辩论内安法令

马华民政拒签 

• 纳吉没诚意废除新经济政策 

• 新闻自由历年来最低第 132名 

• 务边观赏鱼业还在为地烦 

• 福利局提供多元化援助 

• “齐拼治安”警民对话会 

• 《民生民情》巡回交流务边走透透 

预算案过时不值得辩论 

安华促政府提呈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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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联将向首相提呈一份由 84 名国会

议员联署的信函，要求在 10 月秒国

会复会后，腾出一天辩论内安法

令。 

 

该份联署请愿信除了收集了 80 名民

联议员和 3 名独立人士议员的签名

外，还包括 1 名国阵议员赫然在

内。 

 

发起这项请愿运动的单位，是反对

内安法令国会议员委员会（前为释

放郭素沁国会议员委员会）。 

 

针对 2 名独立人士议员，该委员会

主席兼民主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

则在再三追询下才说，这 2 人是来

自沙巴进步党的斗湖区国会议员蔡

顺梅与昔邦加区国会议员艾力马贞

文。另一名独立议员巴西马区国会

议员依布拉欣阿里稍后也已经联

署。 

 

至于仍未签署的民联议员，林吉祥

说，剩下的议员由于身在国外，才

无法签署该封请愿信。 

 

23 名名名名国阵议员国阵议员国阵议员国阵议员拒拒拒拒绝联绝联绝联绝联署署署署 

 

本届国会共有 222 名国会议员，其

中国阵议员占了 138 名，民联议员

81 名和 3 名独立人士。 

 

反对内安法令国会议员委员会秘书

冯宝君说，她曾经接触 23 名国阵议

员邀请他们签名支持，辩论内安法

令动议，但这批议员全都拒绝。 

 

马华马华马华马华民政何民政何民政何民政何来来来来敢怒敢言敢怒敢言敢怒敢言敢怒敢言？？？？ 

 

他也特别点名马华和民政党，既然

在刚落幕的代表大会上，通过检讨

内安法令的议决案，且声称今后将

“敢怒敢言”，更应签名支持辩论

内安法令的动议。 

 

公正党和回教党也派遣代表出席今

日的记者会。回教党总秘书卡玛鲁

丁促请所有尚未签名的议员，尽快

签名支持，以向政府施压，勿再以

内安法令对付无辜者。 

 

公正党策略局主任兼马樟区

（Machang）国会议员赛夫丁则说，

国会是最高的议事单位，“若国会

不能辩论内安法令课题，不知道应

到哪里辩论？” 

新闻来源：当今大马 

  84 议员联议员联议员联议员联署要署要署要署要国会辩论内国会辩论内国会辩论内国会辩论内安令安令安令安令    

        马华马华马华马华民政拒民政拒民政拒民政拒签签签签    

国会汇报
国会汇报
国会汇报
国会汇报 2    

 务边区国会议员李文材医生谴

责政府花费24亿令吉在高速宽频

计划，此计划是由副首相纳吉在

9月16日公布。 

 

总值113亿令吉的高速宽频工程

是由国阵政府在没有公开招标的

情况下批准于马电讯，以将全国宽频渗透率从现

有的大约20巴仙提高到2010年的50巴仙。 

 

"我并不反对进行安装高速宽频，只是我们可以学

习槟州政府在不需要动用政府的拨款下安装高速

宽频。" 

也是人民公正党全国副主席的李文材质疑政府不

公开招标的措施，因为市面上确实有公司可以提

供相同的高速宽频计划但不需要政府的拨款。那

政府即可以省下24亿令吉。 

 

"我也非常关心我国科技悬殊的问题，因为我国的

宽频渗透率只有大约20巴仙以及大部分乡区都没

有网际网络的概括，相比其他国家的宽频渗透率

如新加坡（78巴仙），香港（80巴仙）及韩国

（93巴仙），我们真的非常落后。" 

 

但是，如果我们好好利用24亿令吉购买电脑于所

有乡区和贫穷家庭，相信全国的家庭都可以拥有

电脑。因为高速宽频计划只是注重在城市和高经

济效益地区，乡区和城市的科技悬殊将更严重。 

高速宽频计划高速宽频计划高速宽频计划高速宽频计划    

李文材：不应花费政府一毛钱李文材：不应花费政府一毛钱李文材：不应花费政府一毛钱李文材：不应花费政府一毛钱    
国会汇报
国会汇报
国会汇报
国会汇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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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正党副主席李

文材医生认为我国的

经济不景将比98年更

严重，并可能需要至

少还有2年的时间才能

恢复，这将严重影响

人民的生活。 

针对副首相纳吉说将

废除新经济政策，李

文材医生今日发表文

告表示新经济政策已沦为照顾

朋党的不公政策，迟一天废除

都在浪费人民的金钱，造成更

多的贫穷。所以，李文材认为

纳吉并没有诚意准备废除该政

策，因为纳吉没有给予期限或

明确的时间表。 

“人民公正党一项来提倡废除

新经济政策，我们因该不分种

族的消除贫穷” 

也是务边国会议员的李文材表

示，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我

国肯定无法幸免。但很不幸的

国阵政府还在沉睡当中，并没

有针对当下的状况提出一个解

决方案，以便把破坏性减至最

低。 

“2009年财政预算案估计赤字

有望下降到3.6巴仙，但随着现

在原油价格下跌导致国油及燃

油收入减少等肯定将赤字提升

到至少6.8巴仙。这也还没把经

济衰退，橡胶和油棕价下跌等

元素计算在内。如果我们还是

依照原有的财政预算案，我国

的财政赤字很可能提升至10巴

仙。” 

李文材针对我国的经济会否在

近期能够复苏感到不乐观，他

表示，根据《彭博社》最近的

一个访谈，美国纽约大学经济

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指出经济

将经历40年来最为严重的衰退

以及这轮经济衰退将持续18至

24个月。 

“国阵议员不仅没有提出解决

方案，

还号称我国经济没有被

全球金融风波影响。我

呼吁国阵议员们回到选

区或乡村，问一问割胶

工人及联邦土地发展计

划拓荒者，他们面对肥

料和杀虫剂价格涨价40

至50巴仙，更何况现在

橡胶和油棕价格下跌，

要他们如何生活？” 

为了面对当下的经济不景，李

文材医生建议以下3项方案： 

一、 政府应该重新检讨财政预

算案以便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譬如减少贪污可以每年省下

100亿令吉，以及执行公开招

标。 

二、 重振经济，应该提高发展

设施的拨款尤其是公共交通。

除此之外，也要注重提升人力

资源。 

三、 社会安全网应该扩大以照

顾弱势如穷人、残障人士、单

亲妈妈。 

废除新经济政策废除新经济政策废除新经济政策废除新经济政策    

李文材：纳吉没诚意李文材：纳吉没诚意李文材：纳吉没诚意李文材：纳吉没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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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出炉的无

疆界记者组织

（Reporters 

Without  Bor-

ders）的

《2008年度全球新闻自

由指数》中，马来西亚

从去年的第124名下滑8

个位子至 132名，创下

历 来 最 低 的 排 名。 

马来西亚在去年从第92

名暴跌至第124名时，

已经是指数自2002年公

布以来，所取得的最低

排名。不料今年再创新

低，落在共有 173个国

家 的 排 行 榜 底 部。 

 

名列前茅的大多是欧洲

国家，包括冰岛、卢森

堡、挪威、爱沙尼亚、

芬兰等。在东南亚国家

当中，东帝汶以65名排

在最前，接下来是印尼

（111）、泰 国 

（124）、柬 埔 寨

（126），然后才是马

来西亚。排在马来西亚

后 面 的 有 菲 律 宾

（139）、新 加 坡

（144）、寮 国

（164）、越 南（168）

与缅甸 （170）。一昧

镇压与日俱增的批评 

 

该组织所发布的报告指

出，2008年国内活跃的

社会与政治示威活动，

导致当政者进一步钳制

媒体。这包括国安部指

示媒体审查敏感课题与

反对党言论、恫言以内

安法令扣留部落客、逮

捕盘查部落客、暂时吊

销报章的出版准证，以

及禁止天主教刊物使用

“阿 拉”字 眼 等。 

 

“面对与日俱增的批

评，阿都拉政

府 以 镇 压 回

应。国安部借

用阻止煽动种

族憎恨或侮辱

国 家 元 首 为

由，恐吓异议

人士，尤其是

部落客。” 

 

主流媒体仅报道官方说主流媒体仅报道官方说主流媒体仅报道官方说主流媒体仅报道官方说

法法法法 

 

报告指出，主流媒体经

常被迫封杀或低调报道

反对党与非政府政治举

办的活动，包括兴权会

与公选盟在2007年秒举

办的大集会，而且只单

方面报道政府抨击主办

单 位 的 言 论。 

 

“内政部在11月三次要

求一些媒体禁止报道不

受当局批准的示威，因

此在11月10日要求自由

与透明选举的游行（上

图），除了网络媒体之

外，没有受到任何报

道。” 

 

“《当今大马》也在 6

月揭露，当局指示电台

与电视台不要播放太多

反对党领袖的言论。” 

 

 

封锁示威新闻逮捕部落客种恶果封锁示威新闻逮捕部落客种恶果封锁示威新闻逮捕部落客种恶果封锁示威新闻逮捕部落客种恶果 

新闻自由指数历来最低第 132名  

...文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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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逐一列出马来西亚

新闻自由在2007年遭打

压的记录，包括国安部

在7月指示国营媒体禁止

报道副首相纳吉指马来

西亚是回教国而引起的

争 议、淡 米 尔 文 报 章

《马 来 西 亚 南 班》

（Malaysia  Nanban）新

山 记 者 拉 曼（R  Ra-

man）因为报道国大党

处理淡小问题不当而遭

殴打至昏迷入院、另一

份 淡 米 尔 报《麦 卡 奥

赛》（Makkal  Osai）因

为刊登被指亵渎耶稣的

图案而遭停刊一个月、

《光明日报》摄影记者

许俊诚遭巫统党员殴打

等。 

 

警方多次逮捕盘查部落警方多次逮捕盘查部落警方多次逮捕盘查部落警方多次逮捕盘查部落

客客客客    

 

报告指出，大马人在虚

拟世界非常活跃，大多

网民都支持反对党，导

致首相在7月开腔炮轰部

落客是“骗子”；首相

署部长纳兹里则恫言援

引内安法令扣留部落

客。 

 

警方在7月秒传召与盘问

主持《今日马来西亚》

网站的部落客拉惹柏特

拉；并在同一个月以

“泄漏官方机密”为由

扣留部落客陈仁义（左

图）4天，因为他在部落

格上转载了国安部长佐

哈里（Johari  Bharum）

被指贪污的贴文；在9

月，一名回教党旗下电

视台的记者，也在采访

一场示威后遭警方逮

捕。 

 

报告也提及马来西亚传

统媒体进行自我审查，

并点名与巫统关系密切

的《新海峡时报》起诉

部落客黄泉安与阿希鲁

丁（Ahiruddin Attan）诽

谤，该报也突然腰斩两

名作家—妇女运动人士

再 娜（Zainah  Anwar）

与独立电影导演阿米尔

（Amir  Muhammad）的

专栏。 
新闻来源：当今大马 

...文接上页 

国阵政府多次打压国阵政府多次打压国阵政府多次打压国阵政府多次打压    造成新闻自由造成新闻自由造成新闻自由造成新闻自由萎缩    

在国阵政府封锁与垄断主流媒体的情况下，许多真实的报道与资讯并无法顺利传达给民

众。《民生民情》这期特别为读者介绍务边区人民公正党的网站，此网站集合了三位务

边区公正党人民代议士，包括务边国会议员括李文材医生、新邦波赖州议员曾敏凯、迪

遮州议员郑立慷的最新消息。除了地方新闻外，该网站也会张贴国内时事动向，让读者

在主流媒体外，获知不一样的新闻报导。 

务边人民公正党展现网路力量务边人民公正党展现网路力量务边人民公正党展现网路力量务边人民公正党展现网路力量 http://gopeng.wordpress.com/    

大力推介！

大力推介！

大力推介！

大力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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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边观赏鱼公会与迪遮区州议员郑立慷对话会：务边观赏鱼公会与迪遮区州议员郑立慷对话会：务边观赏鱼公会与迪遮区州议员郑立慷对话会：务边观赏鱼公会与迪遮区州议员郑立慷对话会：    

 
公正党与民公正党与民公正党与民公正党与民    

齐拼治安齐拼治安齐拼治安齐拼治安    

 由于公正党多次接获来自万合花

园和松俊花园的投报当地治安败坏，公

正党特地安排“齐拼治安”警民对话

会，获得居民踊跃出席。 

 值得一提的是松俊花园居民成功

成立了“松俊区人民治安队”，以应付

当地偷窃及抢夺问题。 

 除了警方外，联同出席该对话会

的也包括务边区国州议员李文材医生、

郑立慷和曾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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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活动预告：活动预告：活动预告：    
 

霹雳州人民公正党社关局主办霹雳州人民公正党社关局主办霹雳州人民公正党社关局主办霹雳州人民公正党社关局主办    

《共创“民”天》巡回交流会《共创“民”天》巡回交流会《共创“民”天》巡回交流会《共创“民”天》巡回交流会    

日期： 2008 年 11 月 9 日 

 （星期日） 

时间： 12pm-3pm 

地点：人民公正党邦咯岛大丸支部 

 

《大家一起来，共创国家未来》《大家一起来，共创国家未来》《大家一起来，共创国家未来》《大家一起来，共创国家未来》    

孟加兰支部筹款晚宴孟加兰支部筹款晚宴孟加兰支部筹款晚宴孟加兰支部筹款晚宴    

日期： 2008 年 12 月 2 日 

 （星期二） 

时间： 7.30pm 

地点：怡保斗母宫礼堂 

联络：骆志辉 019-553 2852 

福利局福利局福利局福利局    

提供多元化援助提供多元化援助提供多元化援助提供多元化援助    

普通援助普通援助普通援助普通援助    

• 申请条件：暂时面临紧急困难人士

或家庭、家庭收入低于 300 令吉。 

    

贫穷学生援助计划贫穷学生援助计划贫穷学生援助计划贫穷学生援助计划    

• 申请条件：父母或监护人没能力承

担孩子读书费用、父母或监护人的

每月收入不超过 350 令吉。 

    

乐龄援助计划乐龄援助计划乐龄援助计划乐龄援助计划    

• 申请条件： 58歲以上、贫穷、没

收入、单身、没家庭、有家庭但无

法提供资助。    

    

儿童援助计划儿童援助计划儿童援助计划儿童援助计划    

• 申请条件：在籍学生、孤儿、父母

或监护人无法抚养或基于年迈、残

障、疾病等而丧失工作能力，以及

家庭收入每月不超过 400 令吉的孩

子。    

 

残障人士辅助器援助计划残障人士辅助器援助计划残障人士辅助器援助计划残障人士辅助器援助计划    

• 申请条件：已向福利局登记的残障

人士，每月收入低于 350 令吉。 

 

其他援助包括其他援助包括其他援助包括其他援助包括：：：：灾难援助计划、领养孩

童计划、残障工人津贴计划等等。    

 福利局所提供的福利援助多元化，援助对象包括孩子、残障人士、

乐龄人士、流浪汉、灾黎和家暴受害者。 

 社会福利局不只关注弱势群体和不幸人士，也准备了多项援助措

施，让有需要和符合资格的人申请。 

 福利局援助计划 3 大宗旨是：为日常生活提供收入、提升生活水平

及激励不幸或弱势一群如残障人士、寡妇等继续工作、独立过生活。 

 如果懂得申请政府所提供的各项福利援助，其实可以减轻贫户和弱

势群体的生活。 

近打县社会福利局办事处：近打县社会福利局办事处：近打县社会福利局办事处：近打县社会福利局办事处：    

地址： 111-113,  

  Bangunan Persatuan  

  Hock Kean,  

  Jalan Sultan Yusuff,  

  30000 Ipoh, Perak. 

 (霹雳福建会馆楼下） 

电话： 05-2418860   

传真： 05-2418825 

查询各县社会福利局联络方式 

请游览： 

kebajikan.perak.gov.my 

福利局波赖区设流动服务柜台福利局波赖区设流动服务柜台福利局波赖区设流动服务柜台福利局波赖区设流动服务柜台    

 社会福利局在昆仑喇叭新村及新邦波赖新

村两地已成功举办两场流动式《福利局柜台服

务》，民众们不约而同在同一时间前来进行申

请，让人民一次性的解决其疑问。  

 此项活动发起人新邦波赖州议员曾敏凯了

解到民众不便前去福利局作出申请，所以特地安

排前来新村摆设柜台，为人民带来方便。 

 

新邦波赖新村支部 新邦波赖新村支部 新邦波赖新村支部 新邦波赖新村支部     

昆仑喇叭新村支部昆仑喇叭新村支部昆仑喇叭新村支部昆仑喇叭新村支部        

相德花园支部相德花园支部相德花园支部相德花园支部        

各地纷成立支部 

显示民联受爱戴 

自 308 大选后，人民公正党许多支部如

雨后春笋般在州内各地成立，显示公正

党及人民联盟政府受到人民的爱戴及欢

迎。如今在务边区已有超过 10 个支

部，包括昆仑喇叭、务边、拉湾古打、

新邦波赖、松俊花园及新咖啡山等等，

还有即将要成立的华都牙也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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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孟加兰金山美食中心(17/9/08) 

第三站：务边民众会堂(25/9/08) 

以《民生民情》为主题的务边国州议员与居民对

话会，在民众的热烈反应下,已经在务边几个地

区成功地举行。在此诚意感谢前来支持的朋友以

及当地居民给予的建议。 

 

务边区人民公正党主办《民生民情》的目的是希

望能够直接地与居民接触及有效地解决民生问

题。接下来《民生民情》将会陆续在昆仑喇叭、

拉湾古打等地与居民进行交流，敬请留意！ 

《民生民情》 

务边走透透 
第一站：新邦波赖新村(8/9/08) 

第四站：安邦新村互助社(9/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