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盛顿／北京综合电）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昨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
话，敦促特朗普以和平手段化解朝鲜半
岛日趋紧张的局势。
　　中国官方央视报道，习近平强调，
中国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坚持维
护半岛和平稳定，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
决问题。
　　他说：“中国愿同美方就半岛问题
保持沟通协调。”

中国否认向中朝边境增兵
　　此次“习特热线”是在两名领导人
上周在佛罗里达州举行首次会晤后进
行。中国外交部说，这是特朗普主动拨
电话。

　　针对外媒报道，为应对朝鲜发生紧
急事态，中国军方向中朝边境增派了15
万名士兵的说法，中国国防部回应说，
有关报道纯属捏造。
　　在东京，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
日本计划在近期让海上自卫队护卫舰，
与目前驶向朝鲜半岛近海的美国核动力
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进行联合训练，双
方正就此进行协调。此举旨在进一步制
约多次发射弹道导弹，并可能正在筹备
第六次核试验的朝鲜。
　　在朝鲜可能进行第六次核试验，美
国也不排除单方面采取行动对付朝鲜的
情况下，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正日益升
级。
　　此前卡尔文森号与日本海上自卫队

于3月在东海进行了两次联合训练。由于
朝鲜可能在本月15日已故最高领导人金
日成诞辰105周年、25日朝鲜人民军建军
85周年等节点发射导弹或进行核试验，
日美正探讨再次进行联合训练。
　　《朝日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此
次联合训练地点在东海、九州西方海
域。日本国防部正在研议训练的日程与
出动舰艇的数量。路透社引述东京的消
息人士说，训练内容可能包括将直升
机降落在对方的军舰上，以及通讯演习
等。
　　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日前突然改
变从新加坡前往澳大利亚的计划，转赴
朝鲜半岛近海，美国军方官员称此举是
对近期朝鲜的挑衅行为作出回应。这个

包括旗舰卡尔文森号、两艘驱逐舰及一
艘巡洋舰的战斗群预计本月下旬抵达日
本近海。
　　特朗普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访问
时称：“我们派出了一支非常强大的无
敌舰队（armada）。我们还拥有非常强
大的潜艇，威力比这艘航母还大。”
　　他还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在
做错误的事”。被问及是否认为金正恩
精神正常时，他回答说：“我不知道，
我不了解他。”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称，特朗普已明
确知会朝鲜，他对某些行为不会容忍。
　　斯派塞也淡化了朝鲜核威胁。他
说：“我认为现阶段没有证明显示朝鲜
拥有这个能力。”

　　朝鲜对美国的警告不为所动。朝鲜
官方《劳动新闻》周二称：“我们的革
命强大军队正严密监视敌对势力的一举
一动，已把美国的侵略基地置于我们的
核武器瞄准镜之下，不仅是韩国和太平
洋地区，还包括美国本土。”
　　特朗普当天发推文指朝鲜“自找麻
烦”，并重申无论中国愿不愿意帮忙，
美国都会解决这个问题。
　　日本一名高级外交官认为，目前美
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高，
美国政府的目的似乎是对朝鲜施加最大
压力，以通过外交与和平手段解决朝鲜
问题。
　　他告诉路透社：“至少，如果考虑
到美国政府未对在韩美国公民发出警告
等因素，我认为当前（发起军事行动
的）风险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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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全面推行智能医疗远程视讯咨
询科技。病患若需要特定的医疗护理服
务，今后可选择待在家里复诊和接受治
疗，无需到医院或全国专科中心去。
　　卫生部控股属下的综合保健信息
系统公司（Integrated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简称IHiS）昨天宣布已在今年2
月，正式向所有公共医疗机构提供这项
新科技平台。
　　已利用新平台推出远程视讯医疗咨
询服务的有竹脚妇幼医院、心理卫生学
院、新加坡中央医院和陈笃生医院，至
今已有约190名病患选用远程视讯服务。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和国大癌症中
心到了今年6月也会提供这项服务。
　　选用远程视讯服务的病患得先与院
方确定复诊时间；复诊开始前的15分钟

会收到短信通知，提醒准备上线。短信
也会附加链接，病患在点击链接后可
登入预先下载的“VidyoMobile”应用平
台，即可展开复诊或咨询。
　　IHiS首席临床咨询总监兼卫生部首
席医学咨询总监刘清伟副教授指出，新
科技平台专为医疗护理而设计，利用高
素质的视像和音频功能，为病患提供更
准确的诊断，也能让不同领域的护理人
员和看护者进行多方视讯会议。
　　例如，出门在外或在工作场所的看
护者也可登入同一个视讯平台，与在家
休养的家人以及在医院的医疗人员连
线。
　　新科技在广泛采用后，病患日后到
离住家不远的综合诊疗所或私人诊所
时，也有望与医院专科医生连线，由专
科医生和家庭医生一同看诊。
　　IHiS总裁兼卫生部首席资讯官连水

木指出，对行动不便或已出院的病患而
言，新科技把护理带到家里，同时减少
看护者须请假，陪同复诊的必要。
　　远程视讯医疗咨询是三项推展至全
国的远程医疗方案的第一项。这些方案
有助于把医疗护理从医院带入社区。
IHiS是在本地医疗护理领域负责推动智
慧国计划的科技机构。
　 　 连 水 木 透 露 ， 其 余 两 项 远 程 医

疗 方 案 是 今 年 7 月 推 行 的 远 程 复 健
（telerehabilitation），以及将在今年9
月推行的生命体征远程监测（vital signs 
monitoring）。
　　根据IHiS的资料，并非所有公共医
院都已有计划使用这个科技平台。“缺
席”的有樟宜综合医院、邱德拔医院和
黄廷方综合医院。
　　邱德拔医院于2010年与圣约瑟疗养

院合作推展远程老年病科问诊计划。医
院老年医疗高级顾问医生刘友福指出，
新科技平台若符合院方要求就会采用。
　　而东部医疗联盟发言人答复《联合
早报》询问时则说，他们有意在今年底
采用新科技，可能与东部疗养院合作展
开老年护理和临终关怀的培训，或进行
跨疗养院的个案讨论等。樟宜综合医院
是联盟成员之一。
　　刘清伟强调：“远程医疗需要时间
才会成为主流医疗选项。病患需要时间
学习和适应，我们医疗人员也一样。我
们也不想有提高病患风险的问题，因此
须慎选可使用新科技的医疗服务。在这
段学习过程中，我们不急于大力推动远
程医疗，也不会一推出新科技，就强制
所有医疗机构采用。”
　　连水木则指出，根据国外研究，心
理疾病、专科医疗以及慢性疾病管控和
复健是较适合采用远程医疗方案领域。

湿疹病患远程视讯复诊 
节省医药费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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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污调查局去年立案调查的个案创
下32年新低，私人企业雇员涉贪被提控
的比率却逐年上升。为了协助本地企业
落实反贪污合规计划，贪污调查局与标
新局合作推出反贪污管理系统标准。
　　贪污调查局发表的数据显示，它去
年接获的投诉共有808起，比前年的877
起减少了69起或8％。同一时期立案调查
的个案也减少了11％，从前年的132起降
低至去年的118起。
　　去年的投诉有85％涉及私人企业，
公共部门占15％。贪污调查局过去三年
接获的投诉当中，约一半与贪污无关，
这些投诉都转至相关的政府部门。

　　因涉贪而被提控上法庭的私人企业
雇员和公务员个案总数在过去三年逐年
减少，2014年为168起，前年为120起，
去年则为104起。

涉贪污被告当中 
私企雇员比率逐年增加
　　然而，在这些被告当中，私企雇
员所占的比率却逐年增加，从2014年的
88％（148人）逐步增加至前年的91％
（109人），去年再上升至96％（100
人）。
　　去年被控涉贪的私企被告，主要从

事维修工作、批发和零售行业。
　　被控贪污的公务员所占的比率则从
2014年的20人（12％），减少至去年的4
人（4％）。
　　根据防止贪污法令，任何人行贿或
受贿，可被判罚款最高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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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新局（SPRING Singapore）和贪
污调查局联合制定的标准ISO 37001反
贪污管理系统，旨在协助本地企业建立
制定、落实、维持和加强防贪污合规

（compliance）计划。这套系统昨天举行
推介仪式。
　　全球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公布
的2016年廉洁指数中，我国名列全球第
七名，是亚洲第一。
　　贪污调查局局长黄宏冠在仪式上指
出，随着经营环境越趋复杂，加上贪污
案件多为跨国性质，采用这套新标准可
协助新加坡企业应对贪污问题。他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让新加坡成为零
贪污的国家，这样新加坡才能继续吸引
商业和投资活动。”
　　标新局助理局长蔡秀菊受访时表

示，许多本地企业走向国际以进一步拓
展规模，它们在不同国家将面对不同的
反贪污条例，新推出的这套反贪污管理
系统标准可帮助企业预先准备，减少它
们在海外的贪污风险。
　　此外，标新局也携手新加坡认可理
事会以及利益攸关者，合作制定认证计
划，让经认证可提供ISO 37001证书服务
的机构加入，这项认证计划预计在今年
底之前推出。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高泉庆（联
发集团执行主席）说：“这份新标准有
助保护本地企业在国外的投资活动，虽
不是百分之百的保障，但国外的合作伙
伴应该会欢迎采纳该标准、‘身家清
白’的企业。”

我国全面推行远程视讯医疗咨询

私企反贪污管理系统标准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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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全国专科中心 推行日期 医疗服务

● 竹脚妇幼医院 去年11月 儿科湿疹药剂咨询和复诊、
儿科居家护理、哺乳咨询、语言治疗

● 心理卫生学院 去年11月 心理辅导、支援居家护理护士

● 陈笃生医院 今年1月 中风康复护理、传染病护理、
日间护理中心员工培训

● 新加坡中央医院 今年4月 语言治疗

●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 今年6月 为特定病患提供中风康复护理

● 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 今年6月 癌症病患护理

早报图表／何宏章

各公共医疗机构的远程视讯服务

资料来源／综合保健信息系统公司

德甲球队遭炸弹袭击 
一伊斯兰背景男子被捕

未来两月 
南北线新信号系统 
每星期天全天测试

2·焦点

2·焦点

暴力赶客下飞机 
美联航引发众怒

在家休养的病患、在外工作的看护者以及医院的医疗护理人员可以同时利用远程视讯平台，进行医疗咨询，让病患省却往返医院的时间。（陈福洲摄）

所有公共医疗机构已获新科技平台，可利用高素质视像和音频功能
为病患提供诊断，让护理人员和看护者进行多方视讯会议，也可由
专科医生和家庭医生一同看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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