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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种族权利总统理事会
三人受委为新成员
林子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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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回教宗教司赛依萨（左一）和锡克教育基金会主席苏吉星（右一）昨天从陈庆炎总统手中接过委任状，成为少数种族权利总统理事会成员。李
显龙总理是该理事会永久成员。（海峡时报）

工作场所意外死亡率创新低
非致命意外和职场疾病微升
这个死亡率低于前年的2.3，也是自2006年开始
统计数据以来，死亡率最低的一年。虽然这让我
国提早达到政府设下在2018年之前把工作意外死
亡率降至1.8的目标，但同发达的欧洲国家相比，
新加坡还有可提升的空间。2012年的数据显示，
英国每10万名受雇者的工作场所死亡率为0.6、
瑞典是1.0、德国是1.2，芬兰是1.5。

陈庆炎总统委任三人出任少数
种族权利总统理事会成员，任期三
年，4月1日起生效。
新受委的成员包括天主教新加
坡教区总主教吴成才、前任回教
宗教司赛依萨（Shaikh Syed Isa bin
Mohamed Semait）和锡克教育基金
会主席苏吉星（Surjit Singh）。
吴成才前天（1日）由梅达顺
大法官宣誓就职，其他两名成员昨
天则出席了在总统府举行的宣誓仪
式，并从陈总统手中接获委任状。
少数种族权利总统理事会

贪污调查局高度关注
涉贪最多三类私企
贪污调查局展开调查的案件涉及对象

工作场所意外死亡率九年最低（每10万受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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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工作场所意外死亡率去
年降至九年来最低，然而非致命
意外和职场疾病却稍微回升，各
界在保护工人安全方面仍须继续
努力。
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学院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Institute）昨天发布反映2014年工
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情况的年度数
据报告。
报告显示，去年在工作场所
意外死亡的人数，从2013年的73
人降至60人。去年每10万名受雇
者当中，有1.8人死于工作场所意
外。这个死亡率低于前年的2.3，
也是学院自2006年开始统计数据
以来，死亡率最低的一年。
虽然这让我国提早达到政府
设下在2018年之前把工作意外死
亡率降至1.8的目标，但同发达的
欧洲国家相比，新加坡还有可提
升的空间。2012年的数据显示，
英国每10万名受雇者的工作场所
死亡率为0.6、瑞典是1.0、德国是
1.2，芬兰是1.5。
建筑业依旧是本地最常发生

1.5

06

07

刘丽仪

09

10

11

12

13

640起，增至去年的672起。
这类伤势虽然没有夺命，但
往往会造成工人暂时或永久残
疾，生活素质也会大受影响。

职业病主要是
背部伤势和耳聋
职业病（occupational
disease）的案例也从前年的
887起增加到去年的992起，增
幅为12％。案例增幅主要是
因工作引起的肌肉骨骼疾病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进而
导致背部伤势。
不过最主要的导因仍是由

14 年

建筑业依旧是本地最常
发生致命意外的工作领
域。去年的60起致命工
作场所意外当中，有27
起或45％来自建筑业。
第二和第三高危行业分
别是交通与储藏业和制
造业。

噪音造成的职业性耳聋（noiseinduced deafness），受影响人数占
六成。

美食电器节开幕 “巨型糯米鸡”要创纪录
美食电器节昨早正式开幕，吸引许多饮食业者与电器
商参展。今年美食电器节希望能够创造新的新加坡纪录，
一次集合最多的糯米鸡。大约1500份糯米鸡之后免费分发
给到场的公众。
为期四天的美食电器节今年步入第五个年头，有大
约80多家亚洲饮食业者参展和售卖超过100种家用电器品
牌。此外，美食电器节也会在新加坡纪录大全创造新纪
录，用1500份糯米鸡拼成长1.8米、宽1.8米和高约0.3米的
“巨型糯米鸡”。

去年最多人被控涉贪的三类私
人企业是建筑业、百货公司家庭用
品销售，以及仓库和物流服务，引
起贪污调查局的高度关注。
贪污调查局的数据显示，过去
三年每年平均有170人被提控，主
要来自私人企业。在去年的168个
被控者中，私企人员就占了88％。
贪污调查局文告说，入罪率高
显示新加坡对贪污零容忍的立场，
以及当局持续检视反贪体系的健
全，致力维持新加坡清廉社会的努
力。

加强向私企传达反贪信息
并逐步将人手增加两成
除严厉执法，贪污调查局也推
出新的公共教育管道来推广反贪意
识，包括举办路演、设立面簿等，
当局也到私人企业进行反贪讲座，
进一步向私企人员传达反贪信息。
此外，为应对日趋复杂的挑
战，政府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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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检讨防止贪污法令的工作也

年

与往届美食电器节相比，今年公众可带着旧家用电器
产品前来折旧换新，获取购物券在美食电器节上使用。一
台屏幕超过32寸大小的LED电视，能够折换大约150元购物
券。
早在展览开始前，就有大约200人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五号展厅外等候。陈伟俊（经理，35岁）带着妻子与3岁
的儿子到场参观。他表示：“我带家人来，他们可以去找
美食，我可以顺便为我们的新家选购家用电器。”
主办方表示，今年美食电器节预计可吸引约20万人。

已展开。
据当局观察，建筑业的涉贪方
式包括向工作检查人员行贿，以获
得从宽对待，也有人为获得供应电
子和机械器材合约的投标而行贿。
涉及仓库和物流服务的案件同样也
有人为了取得合约铤而走险。
至于百货公司家庭用品的销售
方面，涉案者通常是向前线职员行
贿，例如去年1月，HC Shinco电子
产品公司的促销员就和两名同事，
用1829元向慕斯达法购物中心的销
售人员行贿，要求他们在购物中心
推销公司的产品，结果被判罚款
7000元。
至于被提控的公务员人数和所
占的总体比率过去三年微增。尽管
过去几年公务员涉贪案件时有所
闻，平均每年被控的公务员仅占总
人数的9％。
去年有20个公务员被控，占总
人数的12％，比前年的9％或16人
增加，2012年则有9人，约为5％。
根据防止贪污法令，任何人
行贿或受贿，可被判罚款高达10万
元，或坐牢最长五年，或两者兼
施。如果案件涉及政府合约或议
员，可被判监禁最长七年，或罚款
10万元，或两者兼施。

●个案一：
Integrated Building建筑私人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李健华因在
2011年1月到3月之间，接受De Fong Builder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经
理张德福共1万元的贿款，作为把建筑合约交给对方的酬劳，结果
被控三项涉贪罪名。两人过后被判罪名成立，罚款一万元。（人名
译音）

●个案2：
LCS运输服务公司的独资经营者凌常兴，用12万7880元向索尼
（Sony）的高级执行助理李清瑞行贿，换取索尼公司路演活动的合
约，结果被判入狱五个月和罚款12万7880元。李清瑞则因受贿被判
入狱九星期。（人名译音）

旧家电可折换购物券使用

在美食电器节开展前，约200人已经在门外等候。（叶振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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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学院

重伤事故增加令人关注
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学院执
行理事长颜淑霖医生指出，虽然
意外死亡率减至九年最低，但受
非致命意外和职场疾病影响的工
人人数，却有上升趋势。
她说：“重伤事故的增加尤
其令人关注。公司应立即采取行
动，检讨工作流程并落实措施，
以应付目前在工作场所安全与卫
生方面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学院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轻微伤势案例从2013年的1万
1740起，增至去年的1万2863起，
增幅为10％；导致截肢、瘫痪或
需20天以上病假等严重伤势的案
例，则增加了5％，从2013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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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贪污调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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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意外的工作领域。去年的60
起致命工作场所意外当中，有27
起或45％来自建筑业。第二和第
三高危行业分别是交通与储藏业
和制造业。
最致命的意外种类依旧是
从高处跌落或滑倒，去年共14起
这类意外，占所有致命意外的
23.3％。其他容易导致工人丧命的
意外包括被移动物品击中、鹰架
等架构坍塌或仪器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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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润恬

（Presidential Council for Minority
Rights）于1970年成立。每当政府
向国会提交新法案之前，都须交由
理事会审查，以确保各项法案的条
文不会损害或影响到少数族群的权
利，并向总统报告。
理事会主席和成员人选是总统
在听取内阁的建议后委任的。根据
宪法，理事会由一名主席、最多10
名永久成员，以及最多10名其他成
员组成。
理事会目前共有19名成员，主
席是梅达顺大法官，永久成员是李
显龙总理、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
前内阁部长奥斯曼渥和丹那巴南，
以及律政部长兼外交部长尚穆根。

Source: Lianhe Zaobao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共和工院为酒店业者改善效率
胡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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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地人喜爱的国内度假地点，Studio M酒店到了周末时住客量会
增加，柜台前出现人龙，行李也可能阻碍走道，影响住客舒适度。
酒店接下来将与酒店生产力中心（Hotel Productivity Centre）协作，
探讨调整柜台设计，并通过其他措施提升生产力，减少住客等候时间。
设在共和理工学院的酒店生产力中心日前投入运
作，中心获得新加坡旅游局支持，将与新加坡生产力
中心共同为酒店业者提出可持续方案，提高效率。
Studio M酒店是首家使用生产力中心服务的酒店。
共和工院的教员和新加坡生产力中心将研究酒店现有
工作程序，重新设计工作程序改善酒店工作流程。
这项提高生产力工程预计历时23周，耗资超过8
万元。Studio M酒店将获得旅游局与相关部门的津贴。
除了咨询服务，共和工院的酒店生产力中心也将
展开研究，开发适用于酒店的新技术。此外，中心也
将研究外国酒店的作业标准，分享酒店业的最佳作业
程序，并培训酒店业者。
共和工院院长杨立标说，工院的款待系在酒店管
理与提升生产力方面已累积经验。酒店生产力中心希
望与业界的合作能为酒店领域贡献有益的方案，解决
业者所面对的挑战。中心展开的研究对共和工院也实
用，可用于栽培酒店业专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