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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组委员会助落实
未来经济理事会目标
财政部长王瑞杰主持的未来经济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讨
论了支持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三个主要工作范
围。理事会的工作由六个小组委员会支援，小组各由一
名部长或政务部长与一名私人企业成员联合担任主席。
韩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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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财政部长王瑞杰担任主席
的未来经济理事会昨天举行第一
次会议，并讨论了支持我国未来
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三个主要工作
范围。
首先，应培养与世界连接、
活力四射及开放的经济体，商会
与商团、工会、企业和个人可共
同掌握机会。
此外，要通过特定行业转
型，协助企业成长、创新和扩大
规模。
第三，是协助新加坡人取得
和运用精深技能，以便在未来经
济中获得高品质工作和争取机
会，促进建立具韧性和灵活的工
作队伍与良好的工作地点。
理事会的工作由六个小组委
员会支援，分别是制造、建筑环
境（Built Environment）、贸易与
连通性、必要家庭服务、现代化
服务以及生活方式。

小组委员会由一名部长或政
务部长与一名私人企业成员联合
担任主席。每个小组委员会负责
同一个广泛的行业集群当中的转
型工作。
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
务部长许宝琨医生将担任制造和
贸易与连通性这两个小组委员会
的联合主席。
内政部兼国家发展部第二部
长李智陞、通讯及新闻部兼卫生
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财政部
兼律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英兰妮和
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
级政务部长沈颖，则分别是各小
组委员会——建筑环境、必要家
庭服务、现代化服务以及生活方
式的联合主席。
李显龙总理在今年劳动节集
会上宣布技能、创新与生产力理
事会（Council For Skills，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简称CSIP）将改
名为未来经济理事会，而所受委
托处理的范围也扩大，除了发展

和推行产业转型蓝图（ITMs）与
技能创前程（SkillsFuture）计划，
也将推行未来经济委员会之前所
提出的建议。

尚达曼任理事会顾问
未来经济理事会由31名来自
政府、业界、工会及教育与培训
学院的成员组成。会员代表不同
领域，并拥有丰富经验与专长。
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
筹部长尚达曼将是未来经济理事
会顾问。
王瑞杰说：“我们今天的会议
开得很顺利，讨论未来经济理事
会如何可确保国人学习和运用精
深技能，以及协助企业建立稳健的
竞争能力。”他表示，理事会将促
进不同行业以及我国和区域与各
国市场之间的合作。这项努力需要
工会、商会与商团、企业、培训机
构以及高等学府的紧密合作。
他说：“我们有一个好的开
始，让我感到乐观的是，通过齐

38.5摄氏度气温推高用电量

台湾面临“限电”危机

心协力，我们将能够向前迈进，
建立强大的工作队伍和经济，为
人民和企业创造良好机会。”
新 加 坡 理 工 大 学 校 长陈 添
顺教授是未来经济理事会成员之
一。他对于未来经济理事会将推
行未来经济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
感到欣慰。他说：“当中的一些建
议，尤其是那些旨在协助国人取得
和运用精深技能的建议，涉及高
等学府和业界伙伴之间的合作。
我期待更多这类合作，以让学生能
够具备精深技能和帮助他们为未
来作好准备。从今天开始和年轻
人一起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
另一名理事会成员职总会长
雷家英说：“随着我们的经济转
型，工人面对不确定性和挑战。
劳工运动支持未来经济理事会延
续良好的劳资政关系，有助于我
们的工人学习新技能和掌握新经
济中的机会，以及支持企业转
型。我们必须确保工作人士不会
落在后头。”

理事会将促进不同行业以及我国和区域与各国市场之间的合
作。这项努力需要工会、商会与商团、企业、培训机构以及高
等学府的紧密合作。
——财政部长、未来经济理事会主席王瑞杰

我国运送10万元物资救援马拉维居民
我国空军部队昨天派出一架
C-130运输机到菲律宾，为被迫
疏散的马拉维居民运送总值10万
元的人道救援物资。
国防部昨天发文告透露，运
送的救援物资由新加坡武装部队
和新加坡红十字会捐赠，其中
包括帐篷、被子、药物、食
物，以及食水过滤器。
这些物资由樟宜区
域人道救援及赈灾
指挥中心

（RHCC）局长李光宗上校和
新加坡红十字会代表纳希尔
（Nazeer bin Basir）移交给菲律
宾武装部队和民防单位的代表。
李光宗也是此次救援行动的指挥
官。
文告指出，国防部长黄永宏
医生上个月访问菲律宾，该国总
统杜特尔在原则上接受了武装部
队提供救援的意愿。
黄永宏当时也表示，将让菲
律宾军队使用我国的城市作战训
练区，训练城区作战和平叛能
力。我国也将派一支无人机队

伍，加强当地反恐部队的情报搜
集和侦察能力。
已宣誓效忠恐怖组织伊斯兰
国的菲南极端武装分子今年5月在
马拉维挑起动乱，与政府军交战
数个星期，至今已导致10万居民
逃离家园，至少550人丧命，其中
包括400多名恐怖分子。
（邝启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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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综合讯）热浪席卷全
台湾，导致台北市温度一度飙
升到38.5摄氏度，创下今年最
高温。炎热天气推动用电量上
升，进一步加剧台湾近期面临
的供电危机。
根据台湾中央气象局观
测，昨天下午1时56分，台北测
站的气温达到 38.5 摄氏度，打
破台北市及全台湾今年最高纪
录，也是台北测站设立以来的
第八高温记录。
台北市已启动“热浪机
制”，在市区道路上洒水降
温，提醒民众减少外出；劳动
局推行室外工作者劳动检查，
要求工地工人适当休息、补充
水分；社会局动员社工关怀独
居老人，嘱咐他们在天气炎热
时避免外出。
综合联合新闻网、《自由
时报》、《中时电子报》等台
湾媒体报道，台湾昨天亮起今
年首个“限电警戒”级别红
灯，距离“限电准备”级别的
“黑灯”门槛已经不远。
一旦亮起“黑灯”，台湾
电力公司将会进行限电措施。
台湾电力公司（简称台
电）预计，今天起至本星期五，
台湾全岛的尖峰用电量都会上
升到3620万千瓦（kilowatt），特
别是星期三至星期五，供电备
转容量都只剩 67.5万千瓦，如
果再有一部中小型机组故障，
就可能实施限电。
台电发言人林德福说，本
周暂时不会有限电措施，但他
呼吁民众在下午1时至 3 时的用
电尖峰时段，通过调高冷气温
度等节约用电，舒缓供电压力。

台电供电用电情况
昨天最高用电量

3616.5万

千瓦

最大供电能力

3666万

千瓦

用电为3560万千瓦，不过昨天
因天气炎热导致用电量增加，
下午1时57分尖峰用电上升到
3616.5万千瓦，创下今年第三
高纪录，与台电最大供电能力
3666万千瓦仅相差50万千瓦，
可以让供电亮出“黑灯”。由
于风力、水力、太阳能和气电
共生等发电量增加，才得以让
供电保持在“红灯”。

公务机关被令关冷气
一些公共机构昨天下午也
传出跳电，受影响的包括立法
院和交通部。不过台电表示，
这两个机构的供电正常，跳电
是因为保护设备的断电器启动
造成瞬间断电。
台湾行政院本月1日已经发
出紧急通知，要求公共机关在
两个星期内、在花莲电厂电塔
修复前，每天下午1时至3时的
尖峰用电时段关闭冷气节电。
有消息指，这些机构内获得劳
基法保障的员工，因单位关冷
气中暑可申请职场伤病补贴，
在治疗期间雇主也应照发工资
予以补偿。

商界吁蔡英文开核电补足
面对逼近的限电危机，台

昨天供电紧张险亮“黑灯” 湾 工 商 界 发 声 呼 吁 蔡 英 文 政
入夏以来全台闷热导致用
电量增加，已经让供电变得紧
张。台风“纳沙”（台湾称
“尼莎”）上月底吹倒花莲和
平电厂电塔，缺电问题更为加
剧。台电台中电厂的七号机和
一号机过去一个星期又频出状
况，先是七号机故障，接着一
号机的锅炉又发生破管，引发
全岛可能大规模限电的担忧。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台中电厂破管的一号机昨天修
复，原本让台电送了一口气，
台电之前估计昨天的尖峰时段

府，调整非核家园的目标。
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镒就
对媒体指出，台湾的第一核能发
电厂（核一）及第二核能发电厂
（核二）的部分机组仍在停机状
态，应该全面使用，补足迫在眉
睫的供电缺口。他建议核一、核
二及核三都要延役，被封存的
核四则应在安全状况下启封。
赖正镒也质疑，没有电，
谁敢来投资？台湾企业已往中
国大陆、美国跑了，政府若再
只顾民粹感受施政，台湾的经
济恐怕会垮掉。

涉付560万贿赂BP前区域主管
石油贸易公司执行董事面控
魏瑜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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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以560多万元贿赂英国
石油公司前区域总监以换取生
意上的好处，一家石油贸易公
司执行董事昨天被控。
被告许成利（55岁）被
控在2006年7月至2010年7月
之间，先后19次贿赂英国石
油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BP
Singapore，简称BP新加坡）前
区域总监张鹏宏（52岁），涉
及金额高达395万美元（约560
万新元）。

美韩总统通电话
李秈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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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综合电）美国总统特
朗普7日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
话，两人同意与国际社会紧密
合作，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和制
裁，以促使朝鲜放弃核导计划。
不过文在寅强调，必须让朝鲜知
道对话的大门仍然敞开。中国则
表示希望朝鲜能很快与韩国恢复
接触。

文在寅：朝若作正确选择
与韩美对话之门敞开
白宫说，特朗普与文在寅在
近一小时的通话中，“确认朝鲜
对美国、韩国、日本以及世界多
数国家构成了严重且日益加剧的
直接威胁”，并“承诺全面落实
一切有关决议，同时敦促国际社
会也这么做。”
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说，文在
寅表示，决不容许朝鲜半岛再次
爆发战争，并称朝核问题须在韩
美紧密合作的基础上以和平的外
交方式解决。文在寅指出，韩美

同意应向朝施以最大压力与制裁

有必要加强联合防卫态势，同时
提升韩国自身的防卫力量，但他
也强调，有必要向朝鲜展示，当
朝鲜作出弃核的正确选择时，韩
美会敞开对话之门。
文在寅当天也与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通电话，讨论朝鲜问题。
安倍表示，“为对话而对话没有
意义，如今到了应该施压的局
面。”文在寅对此回应称“我的
认知与安倍首相一致。”
包括中国与俄罗斯在内的联
合国安全理事会 5日一致通过历
来最严厉的对朝制裁决议，要通
过切断从外界流入朝鲜的资金
链，迫使它放弃核开发。

朝反对安理会制裁决议
称粗暴侵犯自主权
特朗普说，这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变化，为了使朝鲜转变态
度，有必要施加强有力的制裁和
压力，保持坚定立场。文在寅表
示，中俄配合通过空前严厉的制
裁决议，希望此次决议能成为促
朝改变态度的契机。

不过，朝鲜立场仍未见软
化。朝鲜7日发表官方声明，断
然反对此次决议，并强烈谴责此
举粗暴侵犯朝鲜自主权。
朝鲜重申，只要美国维持对
朝鲜的敌意政策，朝鲜核计划就
绝无谈判可能。声明还称“美国
认为本土隔着海洋而安全无虞是
大错特错”，一旦美国轻举妄动，
朝方将不惜使出“最后手段”。
韩联社引述不愿具名的韩国
政府官员报道，朝方批评韩方提
出的对话建议“没诚意”。

韩朝外长
“偶遇”
交谈三分钟
据悉，朝鲜外交部长李勇浩
6日晚在马尼拉举行的东亚合作系
列外长会议欢迎晚宴上，与韩国
外长康京和“偶遇”并交谈三分
钟。康京和呼吁朝方尽快就韩方
提出的韩朝军事会谈、红十字会
工作会谈等提议做出回应。但李
勇浩称，韩方正与美国等方面强
化对朝施压措施，这显示首尔缺
乏诚意。
对于朝韩外长此次会面，中

国外交部长王毅7日表示，他认
为李勇浩并未完全拒绝韩方的提
议。他说，中方支持韩国政府提
出的积极建议，并希望看到双方
很快展开对话，恢复接触。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则排除了
朝鲜在短期内回到谈判桌的可能
性。他周一重申，朝鲜必须先停
止试射导弹，这是朝鲜表明已做
好对话准备的最佳方式。
蒂勒森指出，联合国最新制裁
显示，世界已对朝鲜核野心失去耐
心。“我们再次希望这最终能让朝
鲜决定选择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当条件合适的时候，我们可以坐下
来，就朝鲜的未来举行谈判。”
美国、澳大利亚与日本外长
周一在马尼拉发表联合声明，敦
促国际社会严格落实新制裁，以
迫 使 平 壤 放 弃 其“ 具 威 胁 性 与
挑衅性的道路”。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也通过发言人，敦促各国
“快速与坚决地”实施对朝制裁。
相关新闻刊第6页
盼中俄制止朝核危机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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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来最大笔个人贿款
这相信是过去10年来个人
涉嫌贪污案收取的最大笔贿
款。
除了19项行贿罪状外，许
成利也面对一项答应行贿的控
状，抵触防止贪污法令。他案
发时是 Pacific Prime Trading私人
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张鹏宏
则是BP 新加坡的前东方区域总
监，负责船用燃料业务。
根据控状，许成利在案发
期间每次给予张鹏宏的贿金介
于10万美元至35万美元，平均
每两三个月行贿一次，以换取
Pacific Prime Trading 跟BP 新加
坡做生意的机会。此外，他也
涉嫌在2009年9月之前，答应给
张鹏宏一笔50万新元的贿金。
独自出庭面控的许成利告
诉法官，他需要时间聘请律
师。张鹏宏已在今年3月9日被
控。

料将与受贿者一起受审
许成利的案件被安排在昨
天下午与张鹏宏的案件一起进
行审前会议，下一次审前会议
定在下个星期四（17日）。两

石油贸易公司执行董事许成利昨
天被控以560多万元贿赂英国石
油公司前区域总监，以换取生意
上的好处。（海峡时报）

人接下来预计将一起受审，审
讯日期暂定在9月底至10月初之
间。
张鹏宏被指利用他在香港
开设的汇丰银行户头收取总数
395万美元的贿金。他面对受
贿、同意受贿、转移赃款和转
换赃款共 47 项控状。
张鹏宏涉嫌使用约397万
元的贪污所得，支付购买房
地产的部分款项，包括三个
在后港、实乞纳和勿洛的有
地私宅，以及巴西立林的莉
雅苑（Livia）和梦彩苑（The
Palette）两个公寓单位。
此外，他也涉嫌用贿
金购买私人学前教育机构
Mindchamps Preschool＠City
Square私人有限公司的股份。
行贿或受贿一旦罪成，每
一项控状可被判坐牢最长五
年，或罚款最高10万元，或两
者兼施。
许成利和张鹏宏目前各
以20万元保释在外。（人名译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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