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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0

《在获取土地供联邦政府使用和在所获取后的
联邦土地管理方面，联邦土地专员的功能和	

使用者部门/局的角色》

马来西亚联邦土地专员2008年3号通令

Fungsi Pesuruhjaya Tanah Persekutuan,
Peranan Kementerian/Jabatan Pengguna dalam 

Perolehan Tanah untuk Kegunaan Kerajaan 
Persekutuan dan Pengurusan Tanah-tanah 

Persekutuan Selepas Perolehan
Pekeliling Pesuruhjaya Tanah Persekutuan Bilangan 3 Tahun 2008

（只收纳文件的部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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