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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 ‘风流贪官’囚终身
反
贪 拥11情妇 分手给300万
系列

卢瑜陪伴曹鉴燎长达7年。

提拔情人至副厅级
众情人中，卢瑜陪伴曹鉴燎长达7年，从科
级升至副厅级，二人曾在别人送曹的祈福新村别
墅里幽会。
虽然两人于2006年已分手，但卢瑜2014年
还是受曹案牵连，被免去湛江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职位。
而曹任广州市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期间，
还在其情人的推荐下，违规提拔任用6名干部。

3

整理／杨耀宗
本系列第三个出
场的倒台贪官是广州
前副市长、增城市委
书记曹鉴燎。
法院认定其受
贿8000多万元人民
币（约1614万新
元）。
曹鉴燎可算是
“风流贪官”，他的
“女友”可凑足球
队，各行各业各阶层
都有！

广州前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2017年4月
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法院认定其受贿8000多万

元人民币（约1614万新元）。曹闻判后失控大声喊
冤，并称：“他们要找黑社会弄死我的儿子”，随
即被拖出法庭。曹鉴燎可算是“风流贪官”，他的
“女友”可凑足球队，各行各业各阶层都有！
曹成为广东省纪委廉政教育纪录片男主角，被
揭有11名情妇，其中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他身边
的工作人员，也有公司高管、餐馆经理、网球店保
健员。对这些情人，曹从送房送车到安排提拔，都
极为卖力，还豪爽给1700万港元（约297万新元）
分手费。
广东省纪委曾组织全省高级官员集体观看该廉
政教育纪录片，除回顾曹鉴燎敛财史，还提到他自
1980年代起，先后与11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1992年，曹就与在某高校读书的刘某某相识，
并成为情人关系，给刘买房买车。后两人分手，曹
又为刘办理出国移民，还指使人给她1700万港元。

闻判后情绪失控
法院认定曹鉴燎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总受贿金额逾8000
万人民币，判处他无期徒刑。
听判后，曹鉴燎表示不服要上
诉；当法官拒绝其再说几句的要求
后，他情绪失控，大声咆哮大呼冤
枉，又面向旁听席呼喊称自己“没有
收过别人一分钱”，相关款项都是借

卡迪多用途场地

城市综合实力

议员 变 清洁工
上网劝垃圾虫

林佳敏 报道
limkamin@sph.com.sg

新加坡排
名 与 去 年 相
同。(档案照)

新加坡全球排第5
（综合讯）日本一机
构公布2017年全球城市
综合实力排行榜，新加坡
排第五位，排名与去年相
同。
研究城市问题的日本
森纪念财团，昨日公布该
项调查，排行榜根据经
济、环境、宜居度、研究
及发展、文化交流，以及
便利性等范畴，对全球44
个城市吸引创意人才及企
业的能力评分。

伦敦连续六年排首位

▲议员李美花将垃圾满地的照片
放上面簿，吁请公众不要乱丢垃
圾。（取自李美花面簿）
李美花之前带领区内的基层领
袖充当“清洁工人”，绕着区内
的组屋、店屋及公共场地亲手捡垃
圾。（图／档案）

亲自捡垃圾
李美花上周亲自去多用途场
地捡垃圾，结果竟装满了一整个
垃圾袋。
她坦言，居民没有好好照顾
新增设的多用途场地，让她感到
失望。她也说，乱丢垃圾可导致
积水等情况，也会成为蚊子以及

竟然装满袋
害虫等繁殖的温床，因此有必要
持续透过教育提高国人意识。
她表示，将继续进行区内的
宣导，也鼓励社区、学校及青年
为环境尽一分力，不乱丢垃圾，
并减少塑料垃圾。

通报

工人聚集乱丢垃圾

也有公众申诉，大士一带工人宿
舍周边乱丢垃圾的情况严重，卫生问
题成为隐忧。
一名公众陈先生日前投函《海
峡时报》言论版表示，大士景广场
（Tuas View Square）有多间工人宿
舍，工人在傍晚聚集后，没有清理所
制造的垃圾，垃圾成堆的现象构成卫

报业控股

生问题隐忧。
“在工人晚上聚集后，道路上难
免出现剩余食物、不少食物包装、塑
料袋和酒瓶等。”
他表示，每天早上清洁工人就会
将地方打扫干净，但是隔天情况依
旧，已经持续一段时间，非常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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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底完成裁员

将协助受影响员工
新加坡报业控股的裁员行动
昨天展开，各部门主管已陆续发
信通知受影响员工，预计本月底
完成裁员工作。
报业控股发言人说，公司已
提前通知人力部和工会，并同双
方紧密合作。
“我们将提供裁员赔偿和培
训补助金、协助受影响员工在
本集团内寻找和申请其他工作机
会，并通过全国职工总会就业与
培训中心（e2i）和工会提供职业
咨询和就业服务。我们也给予受
影响员工现场专业辅导。”
裁员配套将按每服务一年赔
偿一个月工资计算，顶限为25个

月。
创意媒体及印刷业联合会也
发文告说，工会一直同管理层紧
密合作，确保员工获得公平的裁
员配套，以协助他们渡过这个艰
难时期。

大会历时两小时
报业控股执行总裁伍逸松昨
天在全体职员大会上讲话时说，
裁员是痛苦的过程，但必须得执
行，这之后公司要往前走。在历
时两个小时的全体大会上，他除
了说明公司的财务状况，也指出
公司下来的发展方向。

为削减营运成本，报业控股
去年10月宣布两年内通过人员自
然缩减、退休、停止为合约员工
续约、自愿离职和裁员等方式，
逐渐削减多达10％的人手。
不过，集团前天闭市后发布
业绩时，宣布加快步伐，提早在
今年底完成削减人手的计划。

230员工受影响
本轮受影响的230名员工，
约130人将被裁退，裁员成本约
1300万元。整体来看，精简人
手后，集团工资成本可减8％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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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纽约
东京
巴黎
新加坡
首尔
阿姆斯特丹
柏林
香港
悉尼

伦敦

结果显示，英国伦敦
连续第六年排行全球第一
位，第二至四位依次为美
国纽约、日本东京、法国
巴黎。韩国首尔排第六，
首六位的排名均与去年相
同，其中东京成为亚洲区
内城市综合实力排名之
首。
至于去年全球排行第
七位的香港，今年遭荷兰
阿姆斯特丹及德国柏林
“爬头”，跌落第九位。

名车遭树枝砸

大士一带

款以及经济往来，更要旁听人员站起
来支持他；还称身体有疾，不可能再
走出监狱。
部分旁听家属目睹这一场面后不
停抹泪。他又大喊“他们要找黑社会
弄死我的儿子”，不过，并没有机会
说出“他们”究竟是谁，最后被法警
强行拉出法庭。

预告： 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因涉贪污受贿被判囚14年。

曹鉴燎早前出庭时瘦削不少。

‘垃圾满地 看了难过’

崭新的多用途场地，
地板上都是塑料袋等垃
圾，议员李美花直言看了
“很伤心”，呼吁居民减
少使用塑料袋，不要乱丢
垃圾。
义顺集选区议员李美
花日前在面簿分享照片，
并在贴文中写道：“非常
难过看到我们崭新的卡迪
多用途场地上有那么多垃
圾。请减少使用塑料袋，
不要让它污染环境。”
从照片中清楚可见，
场地上的垃圾除了有超市
的塑料袋，也有不少饮料
瓶子和吸管等。
李美花告诉本报，位
于卡迪地铁站对面的多用
途场地今年7月30日开始
供居民使用。她披露，所
上载在面簿上的照片摄于
没有举行活动的夜晚，照
片也是最近刚拍的。
在建设多用途场地
前，没有遮盖的篮球场已
经出现公众乱丢垃圾的情
况，即使垃圾桶近在咫
尺，而且周边也有不少告
示牌提醒使用者，但情况
并没有改善。
李美花也指出，除了
卡迪的多用途场地，区内
青少年常聚集的滑板公园
也出现了乱丢垃圾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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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吃顿早餐 代价7000元
刘存全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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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8227288/91918727
Wechat/WhatsApp传照片：
91918727

男子吃完早餐后到露天停
车场取车，惊见马赛地不偏不倚被树
枝砸中，轿车前方出现凹痕。
这名林姓男子前天（11日）早
上将轿车停泊在宏茂桥4道第163座
组屋的停车场后，到附近吃早餐。不
料，他用完早餐回来之后，惊见自己的马赛
地轿车前出现大凹痕，地上有许多掉落的树
枝，相信是树枝掉下时砸中车。
他在Stomp网站上表示，虽然当天早上
曾下过雨，但是事件发生时，天气已转晴。
虽然车被砸，但没有人因为这起事件而
受伤感到庆幸。

林先生说，轿车被树枝砸中，车前出现凹
陷。（图/Stomp)

女子入境遭问话
图贿关卡人员 判监3个月
魏宋淩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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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时遭问话，中国女图以200元贿赂
海关人员，被判监三个月。
贪污调查局（CPIB）日前发出文告表
示，一名中国籍女子涉贿赂机场的移民及关
卡局人员而遭判监。涉案女郎林秀容，今年
1月18日被控以200元图贿赂移民及关卡人
员，并在昨天被判刑。
调查显示，去年12月5日，被告从泰国
飞抵我国后，被关卡人员带往樟宜机场的关
卡柜台问话。往柜台途中，被告忽然掏出4

张50元新币，塞入该人员外套的口袋，希望
对方能允许她入境。
关卡人员没有接受贿赂，并举报给贪污
调 传照片到
查局。在新加坡，贿赂
或试图贿赂公共执法人
员是严重的罪行，将会
受到严惩。若罪成，可
被罚款10万元，监禁高达5年，或两者兼施。
我国对贿赂行为抱持零容忍态度，当局也
严正看待该行为，并会毫不犹豫对涉及者施以
刑罚。（人名译音）

Source: Shinmin Daily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早上较迟时分，全岛
多处有小雨或阵雨。阵雨后，多云。最
高温31摄氏度，最低24度。吹西南风，
风速每小时10到25公里。截至上午8时，
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是34点到52点。
早上较迟和下午较早时分
会下雷阵雨。最高温33摄
氏度，最低25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
时10到25公里。

明日天气

美元
日元
印尼盾
泰铢
英镑

0.739
82.89
9,981
24.45
0.557

0.736
82.17
9,804
24.27
0.552

（截至10月13日早上9时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