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
5 月起农产品出口至狮城·业者须申请“食物标签”
星洲日报，2019 年 4 月 15 日
卫生部将从 5 月 1 日起，对出口至新加坡的蔬菜及新鲜农
产品加强管制条例，凡是收集中心、菜商及运输业者，必
须向当局申请“我的食物标签”（My Food Tag）及厂地
清单，才获准把蔬菜及新鲜农产品出口至新加坡。
金马伦菜农公会总务蔡依锰表示，此条例仅是针对出口蔬
菜及水果等新鲜农产品至新加坡的业者，仅有完成登记程
序的业者，才符合出口资格。
“新加坡为了确保加强管制食品安全问题，而与卫生部达
成协议实施此条例。倘若新鲜农产品出现问题时，卫生部
也可第一时间查出违规者及问题的源头，若业者没有向当
局登记‘我的食物标签’，当局会较为麻烦及困难追查违
规者。”
Comments: 大马也存有食品安全的隐患，特别是大量的入口农产品在
市场上流通，质量参差不齐，对大马消费者也缺乏保障。
我国卫生部理应效仿这项措施，要求所有进口农产品都有
“食物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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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
律师公会吁兑现大选承诺·“撤修正案废国安法”
星洲日报，2019 年 4 月 16 日
大马律师公会主席阿都法立说，由于 4 月 9 日的国会下议
院会议，对国安法修正案进行一读，因此，他促请政府撤
出该修正草案，并在下一次的国会会议给予全面废除，以
兑现大选承诺。
他指出，2016 年国安法令已具备威权主义的所有特质，
而政府于上星期的下议院会议进行修正，进一步扩大了国
家安全理事会的权力，这些皆受到律师公会密切的关注。
“诚如律师公会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及 2016 年 6 月 15
日的声明，国安法规避了民众的监督与进一步的问责，并
放任当局的斟酌权与有罪不罚的状况。国安法不但有违法
治精神，也具有令人存疑的宪法权力。”
他说，现行的法律条文已赋予当今政府足够的权力，解决
国家安全的问题，若现有法令存有缺陷则可进行修补的工
作，无需诉诸上述已获承诺必会废除的恶法。
Comments: 希盟政府再一次 U 转，说好要废除国家安全理事会法
令，但是结果却仅仅是提出修订而已，而且大部分侵犯人
权的条文仍然获得保留。
国安法很明显已经篡夺了联邦宪法中阐明的，只有国家元
首才能颁布紧急状态令的权力。
首相敦马哈迪在首次任相期间推行威权主义，在二次任相
后也故态复萌，不愿废除国安法，而千方百计要保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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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对国家建设法治精神必定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
人权
还有两周即任期届满·人权委会主席辞职
星洲日报，2019 年 4 月 16 日
马来西亚人民之声顾问柯嘉逊表示，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
（Suhakam）主席丹斯里拉扎里依斯迈在距离任期结束
两周前，提早于今日向国家元首和首相递交辞职信，辞下
主席一职是令人沮丧的。
反对强迫失踪组织（Caged）发言人拉玛拉纳丹对此一事
也深感震惊，并认为他是一位敢于做出和说出政客不敢做
的事，即同意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追查失踪人士案件。
人权委员会专员杰拉德约瑟也对主席辞职一事表示惊讶，
并觉得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而他们不久后会发布
相关文告。
Comments: 人权委员会主席在任期临届满前辞职，就是向当权者表达
不满的一项举动。希盟政府上台以后，对改善人权的政绩
乏善可陈，以致人权委员会主席也要以辞职来做无声抗
议。
政府必须正视此事，同时以实际行动来改善国内的人权问
题，包括承认并签署 ICERD、成立 IPCMC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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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上涨
食物涨价敲响警钟·霹苏丹提醒政府拟策应对
星洲日报，2019 年 4 月 17 日
霹雳州苏丹纳兹林沙指出，我国去年花费在食品入口的款
项高达 500 亿令吉，在国内 1500 万名工人中，仅有 180
万名涉及农业，这项数据对于一个拥有 3200 万人口的国
家来说是令人担忧的。
“这 180 万农民中，大部分都上了年纪，难以应付 3200
万人民的粮食需求，更别说他们没有现代化生产措施以提
升农产量，加上国人每日平均浪费 1 万 6687.5 公吨的食
物，还有挑战各州政府的食品安全问题等。”
殿下指出，粮食出口永久性种植计划必须通过提升农产品
的素质及加强商业出口而继续发展起来。目前霹雳州的 6
个永久性种植计划，已经增加了州内的蔬果出口量，从
2016 年的 1 万 4700 吨跃升至 2018 年的 1 万 6000 吨。
Comments: 大马的食品供应相当依赖于入口，而对农业的发展也缺乏
重视，政府有必要提升国内的农业水平，才能保障国家的
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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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关系
甲首长：发展商被取消执照·皇京港工程不受影响
星洲日报，2019 年 4 月 17 日
马六甲首席部长阿德里说，虽然皇京港发展商凯杰发展私

人有限公司被联邦政府取消港口营运执照，但皇京港发展
工程不受影响，仍可按照计划进行。
他说，其实皇京港发展公司与联邦政府之间的争议课题，
主要关系到执照等问题，因此就交由该公司与联邦政府寻
求解决方案。
“在甲州政府方面，我们与皇京港方面的（协议），是经
过协商达致，我们听取发展商的意见，彼此一直都在启动
讨论程序。”
他说，他在上周才与皇京港发展商讨论，为数项涉及土地
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特别是第三岛的填海工程。
“这是因为根据合约，第三岛是填海形成的岛屿，不过，
若依照最新的图测，它是采用两种方式造成，也就是岛的
部分地带属于填海，另一部分则属非填海区，以致有关合
约也需要跟进修改。”
他指出，州政府准备与发展商进行磋商，聆听后者的看法
和意见，若真正需要另草拟一份新合约，州政府也会同意
这么做。
Comments: 皇京港是马中两国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程项目，然而联邦
政府和州政府在此事上的态度不一致。我们促请联邦政府
和州政府相互协调，不要让这项关系重大的项目轻易搁
浅，反而应该尽快上马，进而带动马六甲的经济发展。
大学预科班
政府重新探讨·预科班录取更多新生
星洲日报，2019 年 4 月 18 日
无法成功申请进入大学预科班的学生 或尚有一线机会，
政府将会重新探讨新政策，以录取更多新生。
教育部是于本月 12 日宣布大学预科班新生录取名单，有
不少学生落榜和向教育部提出上诉。
消息说，内阁今日花了很长时间详细讨论录取大学预科班
的课题，因为有很多大马学生未能成功进入预科班。
Comments: 大学预科班带有种族固打制，而且预科班毕业生几乎都可
以获录取进入本地大学就读，但是录取学生的机制极不透
明化，导致很多优秀生望门兴叹。
政府必须废除大学预科班的制度，一律以高等教育文凭考
试的成绩作为本地大学的入学资格，才是真正体现绩效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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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
律师：大马无制定隐私法令·“民众被拍难定罪索赔”
星洲日报，2019 年 4 月 19 日
香港艺人“安心偷情”事件引发隐私权的争议，不过你可
能不知道，在大马即使在德士或电召车厢被拍到、走在街
上被电眼摄入镜头，或在公共场合被他人用手机拍照的
话，无论被拍摄的个人喜不喜欢，照理也难以从隐私有的

角度让有关人士被定罪及赔偿。
执业律师洪伟翔解释，马来西亚并无制定隐私法令，而且
英系普通法（Common Law）一般上不承认个人隐私在
公众场合的权益，因此侵犯隐私不属于可起诉的侵权行为
（Not an actionable tort）。
他说，马华前总会长丹斯里蔡细历的性爱光碟风波发生
后，律师公会曾呼吁政府制定隐私法令，但政府至今未有
行动。他相信，当我国一再出现更多类似关于隐私的纠纷
时，最终将促使政府制定保护隐私的法令。
Comments: 政府必须制定隐私法令，以保护民众在私领域的隐私权。
尽管在民众在公共场所无法享有完全的隐私权保护，然而
却不可完全让商家或特定保安机构以保安为由，在部分敏
感的区域如洗手间范围、办公室等安装闭路电视。
同时，民众身处公共场所也必须要有符合公共礼仪的举
止，不可完全以隐私权为由而干扰社会秩序。

Issue: 房屋
Title: Speedrent：执法和配套措施更重要·租金上限不影响住
宅出租
Source: 星洲日报，2019 年 4 月 19 日
Synopsis: 大马一站式出租及销售产业平台 Speedrent 首席执行员黄
伟明表示，政府考虑针对廉价住宅地区设立租金上限的措
施，对住宅出租市场的实际影响相当有限。
他说，德国住宅产业租金也受到严格限制，近期更针对特
定地区租金上调立法，限制租金涨幅在 10%以内，但却
没有对该国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大马从来没有为住宅房产设立任何监管法令，随着城市
人口增长速度以及房价高涨，选择租房的人也越来越多，
制定相关专门法令是当务之急。”
针对国内出租市场存在种族歧视情况，他声称，与其透过
法律来遏制屋主的市场选择，提供屋主更充分保障配套措
施会是更好选择。
Comments: 大马现有的房屋租赁市场并未出现太大的问题，若政府为
此立法，恐怕会扰乱现有的市场秩序和供需状况。
政府可以透过推出更多政策优惠或奖掖来鼓励人民租房，
这会比立法更立竿见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