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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閩八日訊】納閩中華學校華語
詩歌朗誦隊於日前在納閩直轄區中小學
華語詩歌朗誦線上比賽獲得佳績。

今年小學組的比賽分成兩組，即低
年級組(一至三年級)和高年級組(四至六
年級)，均為個人賽。

在這項比賽中，一年級A班的林晨
曦獲得小學低年級
組的亞軍。此外，
來自四年級B班的
張心慈在高年級組
詩歌朗誦比賽獲得
季軍。

校方今日通過
臉書祝賀該校華語
詩歌朗誦隊，也不
忘感謝一組默默在 背後付出的老師。有你們真好！

閩區中小學華語詩歌朗誦賽
中華學校參賽者獲佳績

【納閩八日訊】原本於
明日(9日)重新開放的納閩金
融廣場今日宣佈繼續暫停開
放。

納閩金融廣場之前為了
確保民眾的安全，於6月2日
至8日關閉主樓，第4座及商
場一個星期，並計劃於明日
(9日)重新開放。

無論如何，該廣場管理
層於今日通過臉書宣佈，在

聽取納閩天災管理委員會與
國家安全理事會的勸告，基
於現有確診病例持續居高不
下，因此為了業主、租戶、
公務員及顧客的公共衛生的
重要性，以便阻斷疫情的傳
播，而決定暫停開放，預期
至本月16日重新開放，惟到
時將根據疫情風險評估再作
出決定。

原定今日重新開放
閩金融廣場宣佈展期

依斯慕尼醫生
今日受訪時說：位
於第2分區範圍的
市區在過去 14 天
以來，累計確診病
例總共570宗，成

為5個分區之冠。其他是第一分區504
宗、第3分區345宗、第4分區346宗
及第5分區291宗。

他說：570個確診病例的確不是一
個小數目，可面對巨大感染病毒的風險
，然後可能把病毒帶回家及傳染給家人
。如果身體不夠強壯不僅受到感染而已
，也可能帶來死亡。特別是如今我們所
面對的病毒品種非常凶猛及傳染速度快

速，對感染者帶來嚴重的影響，包括一
些需要依賴呼吸器的援助，如果過慢治
療更可能造成死亡。

“因此，我每天不斷提醒民眾，減
少到市區走動，即使無法避免也必須實
踐新常態及保持高水平遵守SOP。”

“對於出現越來越多的死亡病例，
我們意識所帶來慘痛感受，而且也感到
傷心，但是還是有人不聽勸告湧往市區
，包括高風險的樂齡人士，實在令人感
到擔憂。”

納閩衛生局總監提醒民眾

【根地咬八日
訊】向受災害影響
的貧困居民和家庭
成員伸出援手已經
成為根地咬國會選
區人民服務中心辦事處的主要任務，尤
其是在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的情況下
，以及全國實行從六月一日至十四日進
行第一階段“全面封鎖”行動管制令的
時期。

根地咬國會選區聯絡官利杜思馮表
示，通過根地咬國會選區人民服務中心
所推動之”福利關懷探訪計劃”至目前
為止已經採取積極的行動和措施，更密
切地接觸有所需要的民眾。

他說，此項由拿督斯里傑菲里吉丁
岸當選根地咬國會議員後便提倡及開始
進行的社區關懷福利活動將持續推展，
並按時前往探望本區域的患病居民及贈
送各項生活必需品予弱勢長者。

他表示，通過此項關懷探訪計劃，
希望能夠藉此傳送一份人間溫情，關愛
和深切慰問病人的健康狀況，並給予鼓
勵和促進與其家人的情誼。

他補充說，通過該計劃所提供的援
助是全面性的，因此完全沒有考慮到村
民的政治傾向。他們只希望可以使所有
受助者受益，尤其是目前幾乎所有社會
階層都感受到生活困苦的艱難處境中。

為了履行所負起關懷社會福利之職
責，利杜思馮於日前帶領其團隊前往探
望居住在里亞旺甘榜卡達拉干安丹的一

位無依無靠困苦老人並代表傑菲里移交
援助金以減輕其所面對之家庭負擔。

與此同時，由利杜思馮領導的根地
咬國會選區人民服務中心小分隊及其工
作人員伊利達坤和傑訥羅威利扎奴亞利
斯也於日前結隊前往探訪冰谷甘邦沙沙
伊一位患有慢性疾病及有一個殘疾孩子
的村民法利安艾里吉諾丁加東並為他提
供援助金。

他表示，希望這一點小小的貢獻可
以幫助減輕兩位患者所面對的生活負擔
。

根地咬國選區人民服務中心
推动福利关怀探访计划

【根地咬八日訊】沙巴立新黨於日
前在擔布南州選區服務中心正式啟動了
卡巴里食物銀行，以便為新冠肺炎疫情
嚴峻時期有需要的民眾提供服務和援助
。

立新黨主席兼擔布南州議員拿督斯
里傑菲里吉丁岸博士親臨為此項推展儀
式主持既簡單又隆重的開幕典禮。

他表示，該服務中心已經準備了場
地及提供了各類食品，分發給真正需要
的民眾。在該食物銀行內所提供之食物
類型包括麵條、白米、香料等乾糧。

除此之外，他們還將從無法出售農
產品的農民那裡購買農產品，以便分發
給需要糧食援助的人士。

他說，設立食物銀行的提案最初是
在上週四進行討論。在確定估計成本並

確認場地後，該中心便立即開始進行施
工。

食物銀行將在工作日的上午九點至
下午四點開放。但是，如果有人需要糧
食援助，在特別安排下它也會在週末開
放。只要目前的行管令繼續實行並且有
人需要它，這個食物銀行就會持續的運
作。

他表示，該銀行也歡迎熱心公眾人
士捐贈各類必需品。主要目的是確保沒
有人在政府為了阻止疫情擴散所實行的
行管令期間挨餓。任何人如果需要糧食
援助，都可以到該銀行尋求協助，他們
將會為有所需要的人士提供援助。

由於該銀行之地點對一些居住在遙
遠地區急需物資援助的村民可能會造成
不方便，有鑒於此，為了村民的福利，

他們只需要聯絡鄉村發展委員會並說明
所需的食品以及家庭人數，該銀行將提
供關懷服務免費將必需品送到他們家門
口。

他也表示，該銀行也在尋找一種更
簡單的方式來運送這些物品，或許可以
購買一輛小卡車來方便運送必需品。

雖然民眾可以從食物銀行領取的必
需品數量沒有限制，但他希望那些需要
食品援助的人士需要負起負責只領取他
們真正需要的食品，以免造成浪費。

在目前所實行的行管令結束後，他
希望此項舉措可以成為該服務中心的一
項永久性的服務。事實上，他們可以把
它變成一個迷你市場，以非常實惠的價
格提供當地農產品。

為擔布南有需人民提供援助 立新党启动食物银行

【納閩八日訊
】納閩歐洲信貸投
資銀行 European
Credit Invest-
ment Bank (
Labuan ) 首席執
行官林昭齊 (Ken
Lim)(圖)通過官方
代表律師曾義恩
與 Marvel Capital
資本市場運營團隊
首席執行員葉忠義
和 法務總監林芷
儀 進 行 “Global
AU Fund”金融產
品正式簽約和推廣
儀式。

在 這 疫 情 時
期 2020至2021年
裡步步驚心，實在
過得不容易， 有

許多的新興項目都
面臨發展的限制寸
步 難 行 。 而 “
Global AU Fund
”擁有堅定屹立不
倒的精神，撐到最
後跟大家見面！

創新產品設計
，用心市場策劃，
細心社區布局了整
一年的時間！足以
證明該公司的努力
和實力最完美的呈
現給大家。

在此 ECIB 歐
洲信貸投資銀行首
席執行員林昭齊也
鼓勵在經濟蕭條時
期金融和資本應該
更加多創新金融科
技的投資項目的誕

生刺激全球經濟發
展。同時林昭齊呼
籲大家在疫情戒備
時期必須注意個人
衛生和跟隨政府標
準作業程序，不要
到人多的地方。最
後 也 祝 賀 Marvel
Capital 萬豐資本
運營團隊能夠在全
球金融和資本市場
大展宏圖，一帆風
順！

納閩歐洲信貸投資銀行納閩歐洲信貸投資銀行
與Marvel Capital簽約

【本報保佛八日訊】為防範新冠
肺炎病毒傳播，保佛三十餘個甘榜的
酋長已在有關甘榜的入口處豎立面積
寬大的告示牌，寫明不歡迎外人造訪
的信息。任何人若有急事要進入有關
甘榜時，必須先聯絡酋長，以尋求酋
長安排。

保佛自從新冠疫情於十多天前破
零確診病例以來，每天都有新的確診
病例，這些被檢驗出已確診的病患都
是來自甘榜。這顯示，新冠病疫開始
在甘榜蔓延開來。當今，保佛甘榜克
里亞斯巴魯的疫情最為嚴重，該甘榜
至今已有超過二十一宗確診病例。就

因這個緣故，當局在
數天前實施封甘榜措
施，將該甘榜兩條主
要道路封鎖。

華人聚居的旺旺
山花園昨日共有七宗
新冠新確診病例。曾
一度有傳言指當局將
在今日封鎖這個住宅
花園，惟時至今日下午，當局還未在
路口處設路障。無論如何，保佛的華
裔居民應發揮充分合作精神，在新冠
肺炎疫情嚴重的非常時期，盡量不造
訪保佛鄉間的甘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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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長已在保佛旺旺山花園的入口處豎立告示牌，
以表達不歡迎外人造訪的信息。

【納閩八日訊
】納閩 Wawasan
Majusama 有限公
司董事經理蔡金國
(KK CHUA) 與 Maju UNIVERSAL
Engineering 董事經理陳謙邆昨晚漏夜
聯合為納閩醫院義務完成一項救命工程
，功德無量，受到馬華納閩區會主席拿
督陳匡維的讚揚。

拿督陳匡維昨晚在其臉書發文說：
他接獲醫院院長來電，告知化驗室的冷
氣出現故障，要他幫忙解決問題。院長
也告訴他，因化驗室裡很多儀器，需要
低溫散熱，不然儀器將會損壞，導致很
多血液樣本不能夠被檢測，這將危及病
人的病情，可能會出人命。

他說：由於人命關天，因此要求蔡
金國與陳謙邆聯手協助，請他們向醫院
了解，醫院工程部告知情況後，得知一
節鋼管破裂，而且必須要上車床加工。
幸好石油氣工業陳謙登也立即安排工人
到工廠加工。

“短短一個多小時就能夠完成使命
，醫院空調的三個配件已經製好了，還
不收分文。我也知道這次疫情期間，蔡
金國把公司十多台移動式的空調，給隔
離中心免費使用。”

“這次能夠得到兩位老闆的無私無
畏解除危機幫忙，真的功德無量！祝願

他們家人及公司所有員工身體健康，平
平安安！”

他說：醫院化驗室冷氣及時恢復正
常，所有設備器材能夠相安無事，能夠
精準的檢測病人的狀況，讓醫生能夠準
確判斷病情而對症下藥，保住病人的性
命。

“納閩人真的有福報，能夠在這麼
艱難的情況下，還有貴人相助，猶如院
長所說，如果測試不到病人血液中的含
氧量，那可能就會不堪設想。”

漏夜義務為醫院完成救命工程

蔡金國陳謙邆功德無量

拿督斯里傑菲里吉丁岸博士為擔布南州選區所設
立的食物銀行開幕典禮主持剪綵儀式。

擔布南卡巴里食物銀行內所供應之各種食品乾糧應
有盡有。

曾義恩律師(中)與葉忠義(右2)聯合展示Global AU
Fund 金融產品官方合約。左起為拿督劉羽原(Marvel
Capital 顧問)與林芷儀。右為盧俊威(Marvel Capital首席
運營員)。

左與右圖：納閩醫院化驗室冷
氣設備鋼管破裂及營造的新配件。

納閩
金融廣場
宣佈繼續
關閉至本
月 16 日
。

勿前往市區以避免感染風險勿前往市區以避免感染風險

利杜思馮與伊利達坤和傑訥
羅威利扎奴亞利斯移交援助金予法
利安艾里吉諾丁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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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 B 班的張心慈在高年級
組詩歌朗誦比賽獲得季軍。

【納閩八日訊】納閩衛生局總監依斯
慕尼醫生(圖)今日提醒島民，不要前往市
區，以避免面對高傳染率的風險。

一年級 A 班的
林晨曦獲得小學低
年級組的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