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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壹科技城公路
将测试无人汽车

现在封面

4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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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航失事客机
第二个黑箱捞起
印度尼西亚潜水员也捞起了亚洲
航空失事客机的另一个黑箱，两
个黑箱都找到之后，飞机失事原
因的调查工作相信得以加速进
行。周二捞起的第
10
二个黑箱——驾驶
东南亚
舱通话记录器在爪
哇海约32公尺的深处，与周一捞
起的第一个黑箱——飞行数据纪
录器相距不远。驾驶舱通话记录
器也将运往雅加达进行分析。

善用大数据

“帅罗”三夺金球奖
12

检讨防止贪污法令

增加贪污调查局人力

我国三管齐下加强反贪污力度
李 总 理 形 容 贪 污 就 像 癌 游润恬 报道
yewlt@sph.com.sg
症，一旦生根了就很难
铲除。
政府将善用大数据、检讨防止
贪污法令和增加贪污调查局人力，
以加强反贪力度。

李显龙总理昨早在新达新加坡
出席由公共服务学院和贪污调查局
联办的“实践廉正：公共服务价值
观会议”上演讲时，作出以上宣
布。
他形容贪污就像癌症，一旦生

《沙尔利周刊》特刊
又以穆罕默德上封面
法国讽刺杂志《沙尔利周刊》巴
黎总部遭回教极端分子袭击后，
该杂志没有避忌回教课题，反而
推出的特刊封面上
2
描绘穆罕默德在哭
焦点
泣，并手持“我是
沙尔利”的牌子。此举可能再度
引起极端回教徒不满。这期《沙
尔利周刊》将印刷多达300万
份，并在全球25个国家发行。

国人投资股票
本地股市最好
从历史回报率来看，新加坡股市
是新加坡人投资股票的最好市
场。新交所指出，海峡时报指数
10年平均回报率达
22
8.7％，远高于日经
财经
225指数、金融时
报100指数、道琼斯指数和恒生
指数回报率。如果按海峡指数年
复回报率计算，投资者的海指投
资组合在八年内将翻倍。

体育

芽笼4巷至22巷这块地段若改变用途，居民人数料将减少，也可避免客工过于集中。（谢智扬摄）

芽笼部分地段将由住宅改为商用
李静仪

报道

leecgye@sph.com.sg
芽笼4巷至22巷（介于芽笼
路和基里玛路）地段拟议更改土
地用途，日后不再允许兴建新的
住宅项目，只能作为餐馆、娱乐
场所、办公室或会馆等商业及社
区用途。已获批准的新住宅项目
将不受影响。
目前这块占地约14公顷的地
段设有约1000个住宅单位，也有
不少餐馆、小吃店、酒店和会馆

等，红灯区也在那一带。
市建局说：“各种娱乐和餐
饮场所为该区增添了色彩和活
力，但随着更多新住宅项目出
现，附近也发生越来越多麻烦和
摩擦。”
因此该局在与警方等机构展
开咨询后，认为有必要重新规划
土地用途，以便“更好管理因不
同用途而产生的冲突等问题”。
负责芽笼事务的摩绵—加冷
集选区议员唐振辉指出，有关地
段住宅单位不多，预料重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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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对居民影响不大，此举相信
对执法当局在控制酒牌，及维持
治安和社会秩序方面有所帮助。
欣乐国际（SLP）执行董事
麦俊荣预料，此举将减少该区的
居民人数，可避免外国劳工过于
集中而爆发小印度骚乱之类事
故。
公众可在下月11日之前到市
建局中心查看总规划图副本，也
可在此期限前提出意见或异议。

该地段市场价值有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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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了就很难铲除。“我们不但须要
维护现在的高水平，还要付出更多
努力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无论
涉案官员的官职大小，我们都须维
持对贪污零容忍的态度。套一句中
国的话，我们‘老虎苍蝇’都要
打。”
为应对网络犯罪及跨境犯罪等
日趋复杂的全球挑战，政府将逐步
增加贪污调查局的人手，在目前约
200人的基础上增加两成，同时扩
大该局的能力范围。
另外，检讨防止贪污法令的工
作已经展开。政府也打算运用大数
据等科技来迅速地从众多交易中发
现有问题的交易。
政府也将在市区设立“一站式
贪污举报中心”和历史展馆，以提
高公众对贪污的意识及认识，并鼓
励更多人举报公共或私人领域的贪
污行为。
现有的举报渠道包括24小时电
话热线1800-3760000、通过贪污调
查局官方网站发电邮，或到该局位
于麟谷峇鲁的总部。
李总理认为清廉是我国的竞争
优势。“自建国以来，公务员因为
得到国人的信任，所以能为新加坡
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国人相信，
公务员办事精明、能干、正直，永
远为公共利益着想。”
他指出，公务员所做的重要决
定影响广大群众，所管理的项目可
值数十亿元，因此须要得到国人对
公共服务体制和个别公务员的信
任。
李总理向在场的600多名来自
不同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的公务员
说：“你们任何人一旦行差踏错或
破坏这份信任，辜负的将不只是公
共服务体制或你自己，同时也辜负
了全部新加坡人，并造成极大的伤
害。”
我国近年发生多起涉及贪污调
查局，外交部、民防部队、国家公
园局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公共单位
的贪污案件，动摇了人们对新加坡

职总：400家公司平均发三个月花红

去年的经济增速预计比前年
低，导致企业谨慎看待业务发展前
景，所派发的花红也低于前年。不
过，劳动市场紧缩却使部分设有工
会的企业，持续给予员工加薪。
全国职工总会助理秘书长詹惠
凤回答本报询问时说，截至去年12
月底，400家设有工会的公司平均
派发相等于三个月薪资的花红，这
包括俗称“第13个月花红”的常年
工资补贴，这也比前年平均3.63个
月的花红少了超过半个月。

职总每年都向设有工会的公司
查询派发花红和工资增长等情况。
截至去年12月底，有400家来自各
行各业、规模大小各异的私人企业
回应，他们共雇用了11万2000名可
议薪工人。目前，在本地设有工会
的公司有约1500家，由于不是每家
公司都在同一个月份分发花红和调
整薪水，有关调查仍在进行。
詹惠凤说：“业务表现与经济
活力息息相关，新加坡经济去年全
年的预估增长是2.8％，比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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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腐绝不可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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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清廉的印象。
在全球反贪机构“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去年
的全球清廉排行榜中，新加坡滑落
两名成为全球第七廉洁的国家。
李总理解释，国际清廉排行榜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国家的清
廉程度，会影响外资对这个国家的
信心和投资的意愿。
他对国内根深蒂固的“反贪文
化”感到欣慰。“任何人要贪污之
前都会三思，因为他知道很可能被
发现，而被发现后，无论官职多
高，背景或关系，或会因此感到多
么难堪，他还是得为自己的不当行
为付出法律代价。”
李总理也谈到清廉与政治的连
带关系。
他说，我国的反贪文化是由强
有力的政治领导所定调，毕竟上梁
不正下梁歪。他指出，人民行动党
在1959年胜选并组成政府后便开始
着手肃贪，从此确保我国的体制大
体上清廉。
李总理说：“行动党选出的领
导人是诚实和清廉的，我们遵守本
国的法律，如果我们其中一人犯
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行动，即使
这人是部长，或即使这会令政府很
尴尬。”
他重申政府让公务员享有高
薪，因为其他国家的例子说明了不
实际的低月薪只会衍生贪污。
行动党的多年经营，使对贪污
零容忍的态度在本地蔚然成风。
隶属刑事侦查局的吴维健警曹（27
岁）前年在芽笼巡逻时，截住了一
名外籍妓女。她请吴维健放她一
马，并承诺把身上所有财产都给
他。
吴维健受访时说：“我听了感
到受侮辱，我回答她说，这里是新
加坡，不是你的国家，别以为这招
行得通！”

的3.9％低了许多。尽管企业整体
而言，谨慎看待业务前景，紧缩的
劳动市场却有助工资持续增长。”
以400家设有工会的企业来
说，其雇员预计平均可得4.1％的
加薪，与前年的4.25％相差不远。
职总的这项初步调查也显示，
不明朗的业务发展前景影响了企业
为低薪雇员提供固定金额加薪的决
定。截至去年底，400家设有工会
的企业中，有六成响应全国工资理
事会的号召，为基本月入不超过

1000元的工人加薪至少60元。
工资会去年5月建议雇主为这
些低薪工人加薪至少60元，同时建
议雇主根据低薪雇员的技能和生产
力，给予工资刚超过1000元的工人
公平及合理的加薪。
詹惠凤说，企业不愿给低薪雇
员固定加薪额的主要原因包括业务
表现欠佳、公司进行重组、同员工
签署的合约已注明加薪额，以及工
人从事外包服务。
让她感到安慰的是，政府已先

后强制两个主要承接外包合同的
行业——清洁业和保安业，采纳
渐进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确保清洁工起薪不少于
1000元，全职保安人员每日工作八
小时的基本起薪，则有望在明年达
到至少1100元。
詹惠凤指出，这两个行业为员
工加薪时，都得按照劳资政工作小
组的建议，而小组必定会参考工资
会的指导原则，因此月入刚过1000
元的低薪工人，也将能取得合理的

加薪。
公共服务署去年11月宣布，公
务员去年的花红（包括第13个月
花红）总额，相当于2.3个月的薪
资，比前年的2.5个月来得少。
中小企业商会并没有针对花红
和加薪进行调查，但会长王崇健
说，与中小企业交流所得的印象是
不包括第13个月花红的花红总额，
普遍介于半个月到两个月之间。
他说：“对中小企业而言，去
年不是一个很好的年份，好几个方
面都引起关注，包括新元的汇率走
向、上升的银行利率，以及诸如中
国增长也放缓等外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