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

2017年12月16日

WB NEWS 晚报新闻

星期六

提供劲爆新闻

热线

送 iPhone X

为了回馈向本报爆料的读者，本报
将送出炙手可热的苹果最新款手机
iPhone X。
iPhoneX日前发售时，顿成为城中
热门话题，也成为智能手机的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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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8 8736

分享 新闻
照片 视频

如果你在路上目睹罕见意外、纠纷、稀奇古怪的一幕，或大批警
员、民防部队人员在调查，或感人的好人好事，请马上拨《晚报》
热线：92288736或1800－7416388（口诀：奇事一路上发发）。
我们的采访团队将不分昼夜，第一时间为你追踪报道，而你也有
机会获得一个崭新的iPhoneX手机。

有机会获
50 元礼券

小时call in热线：1800-7416388/ 9228 8736
24
Whatsapp分享照片和视频：9228 8736
晚报

面簿爆料：https://www.facebook.com/lianhewanbao/
电邮爆料：wanbao@sph.com.sg

与公司分担贿金
4人贿赂客户员工

来新上班途中 马关卡遇车祸

员工国外受伤
医药费雇主承担

余忠达

报道

benzdoer@sph.com.sg

吴伟国

摄影

全判坐牢

▲被告陈进民坐牢 ▲ 被 告 黄 国 泰 案 发
4 6 周 。 （ 海 峡 时 时是营业经理，判
报）
监46周。（海峡时
报）

▲被告王来财面对 ▲ 被 告 阿 拉 卡 巴
最 少 控 状 ， 仅 44 来自印度。（海
项。（海峡时报） 峡时报）

即使人在国外
上班途中出事算工伤

上班途中受伤，也算因工受
伤，雇主必须支付员工的医药费。
资深律师孙庆发受询时指出，
根据我国法律，为保障外国员工的
权益，即使他们是在休息日受伤，
雇主还是有责任支付他的医药费。
以吴小姐之例，她的员工是在

华文媒体集团读者俱乐部会员

获赠《飞越时空》门票
名胜世界欣赏精彩演出
tehjx@sph.com.sg
“读好报，享好康”，新加坡报业
控股华文媒体集团读者俱乐部接连送出
精彩演出门票，上百名获赠韩国音乐舞
台剧《飞越时空》入场券的会员及亲友
前晚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剧场观看演出，
反应热烈。
结合武术、体操、街舞和啦啦队等
多元素的原创剧本《飞越时空》由韩国
著名导演崔喆基执导，共上演36场，自
上周六首映后，前晚的第四场迎来受访
的读者俱乐部会员的好评。
读者俱乐部日前送出150对《飞越
时空》给三报读者，讲师张咏中（44
岁）是获票者之一。前晚带着9岁儿子
观看《飞越时空》的他受访时说：“舞
台的背景布置很精致，剧情搞笑且娱
乐性十足，我和儿子都很享受演出过
程，儿子看完后还愉快地和我讨论着剧

前往工作的路上受伤，严格算来，
也是因工受伤，即使人在国外。
至于雇主如何保障自己的利
益，孙庆发再三强调：“签任何合
同，一定要看清条文。如果一开始
就发现骑电单车出事不受保，就可
做其他选择。”

热茶有助保护视力

（俄罗斯讯）《英国眼科学期刊》刊登的
一篇文章称，每天饮一杯热茶都能明显降低青
光眼发病率。这种疾病表现为眼球浑浊，是失
明的主要诱因之一。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美国加州大学安
妮·科尔曼团队在2005至2012年间对大约1万
名参加了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NHANES）的
研究发现，每天饮一杯热茶都能明 护士和专业医务工作者进行观察后得出上述结
显降低青光眼发病率。（互联网） 论。
参与者定期提交分析数据，进行全面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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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为员工买了意外险，却发现
骑电单车出事不受保。
吴小姐表示，一开始就为员
工投保，不过后来准备索赔时，
却被告知保单里有个条款——只
要是骑电单车出事，就不受保。
她表示，员工的父母其实也
为他买了意外险，原本她期望员
工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索赔，
可是也不得要领，支付医药费的
重担始终落在她的肩上。

侯启祥

美国研究：

郑加欣

赚取丰厚佣金

她马上联络院方，却获知这是人力
部的规定。不久后，她也收到人力部的
通知，指身为雇主的她，必须承担员工
的医药费。
对此，她无奈地说：“其实我也不
太懂，他不是在新加坡受伤，更不是
在工作时受伤，怎么医药费却得由我付
啊！”

不受保

骑电单车出事

员工国外受伤，雇主也得买单！女
雇主申诉，年轻电工在马来西亚遇车
祸后受伤入住本地医院，她必须为2万
8000元的医药费买单，令她感到十分无
奈！
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吴姓女雇主（27
岁 ） 向本报透露，她的马国员工（24
岁）是于今年7月15日，在大士关卡附近
发生交通事故。
她说，员工住在马国，每天来回长
堤上班。当时他正在来新的路上，于第
二通道的马国路段被一辆罗厘撞上，右
脚蒙受重伤。可恶的是，肇祸司机出事
后扬长而去，没有停车。
她说，员工稍后通知她出车祸时
说，有关人员到场援助时，因车祸地点
距离马国医院比较远，他就被送入本地
医院了。
员工前后留医了10天，“而事实
上，他的工作准证再过五天就到期了，
出院后就会马上回国。”
令吴小姐感到意外的是，她在7月底
收到医院的信件，指她必须为员工支付2
万8000元的医药费。

吴小姐
向记者展
示院方的
信 件 ，
员工所累
计的医药
费达2万
8000元。

检查，并告知饮食情况。部分人在观察开始前
和开始后接受了眼底和角膜测试。
研究人员认为，喝茶对眼睛有益是因为茶
中含有大量抗氧化剂。其他物质，如类黄酮，
可扩张血管，确保眼部氧气和营养物质的供
应。
有趣的是，只有热茶有这种作用，而所有
含相同成分的凉茶以及咖啡对青光眼发病率没
有任何影响，个中原因尚不清楚。研究人员希
望将来能够解开这一谜题。

读者俱乐部会员张咏中
与儿子前晚在圣淘沙名
胜世界剧场观看韩国
音乐舞台剧《飞越时
空》。（郑加欣摄）

情…… 这是个值得推荐的家庭娱乐
节目”。
《飞越时空》讲述相传守护千
年古国的神秘武器“绝对神杖”法
力无边，谁成为它的主人，就能启
动无限力量。古代战士Tiger与杀死
自己爱人Melly的恶党Dark X在争
夺附有法力的“绝对神杖”时，意
外穿越时空之门来到现代——鱼尾虎学
院，学院从此成了全新战场。
演出者来自中国大陆、马来西亚、
蒙古、韩国等地，新加坡演员除了陈伟
恩，还有自由模特儿兼演员刘蒽璇。他
们各个身怀绝技，腾空或高空跳跃等高
难度动作都难不倒他们，丰富的肢体语
言与夸张表情等具娱乐性，现场笑声连
连，掌声不断。
会员罗紫芳（57岁，散工）则指
出，表演者的高难度动作配合得天衣无
缝，其中抓紧布绳缠绕半空中的演出也
很精彩，可见表演者花了不少时间排练

四名员工与公司分担贿金，用钱贿
赂客户的职员，帮公司取得生意，从中
赚取丰厚佣金，却因此沦为阶下囚。
这四名员工包括一名营业经理，面
对44项到150项行贿控状，日前认罪，
昨天全被判坐牢。
面对150项控状的高级营业员陈进
民（36岁）被判坐牢46周，而面对88项
控状的营业经理黄国泰（34岁）同样监
禁46周。另两名营业员印度籍的阿拉卡
巴（38岁）和王来财（34岁）各坐牢20
周和19周，他们分别面对46项和44项控
状。
四被告案发时在TAC Contracts私
人有限公司工作。公司专门提供防水服
务，以及一般维修服务等。客户主要是
公寓和商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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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一家养鸭场爆发H5亚型高病原
禽流感疫情，农粮与兽医局已下令暂时
限制从当地进口的家禽产品。
发生疫情的是荷兰中部弗莱福兰省
比丁赫伊曾市（Biddinghuizen）的一家
养鸭场。农粮局说，当局已对农场周围
10公里的家禽、家禽产品和观赏鸟实施
进口限制令。
不过，经加温处理、符合杀灭禽流
感病毒要求的家禽产品不受限制令影
响。
农粮局也说，我国今年并没有从疫
区进口家禽、家禽产品和观赏鸟。
据早前媒体报道，受影响的养鸭场
本月7日发现40只鸭子死于H5N6亚型高
病原禽流感（HPAI）。世界动物卫生组

Healspa推出

织较早时宣布，荷兰当局在发现疫情后
已屠杀近1万6000只鸭子，并在养鸭场
周围三公里和10公里范围分别设立监控
区和保护区。
此次发现的H5N6亚型病毒与韩
国、日本等亚洲地区发现的H5N6动物
源病毒无关，但与去年冬天导致西欧
数以百万计飞禽死亡的H5N8病毒有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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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筋络理疗是依据自然和生
命规律预防和改善体质。

五行筋络理疗
助改善体质毛病
商业资讯

准备。
《飞越时空》将上演至2018年1
月21日，有兴趣的公众可上网至www.
sistic.com.sg或www.rwsentosa.com/
flyingthroughtime购票。
如果你向来是跟报贩订报而没有
SPH订户账号，只需到SPH eshop或拨
电63191800转成直接订阅配套，就可
加入我们的读者俱乐部。
想知道华文媒体集团读者俱乐部的
最新好康，只需上网搜索https://www.
facebook.com/ChineseMediaGroup/，
“赞”该页面即可。

TAC由林俊德和妻子一起成立，公
司有大约140名职员。公司设立行贿机
制，给予公寓管理委员会的员工和商业
大厦设施管理部门员工相等于合同价值
10％的“介绍费”
为了激励营业员取得高价值的合
同，被告给予营业员的佣金相等于工程
利润的60％，营业员分担的贿金是佣金
的60％。
从2011年1月到2014年2月，陈进
民以4万余元贿赂26人，黄国泰贿赂11
个人，贿金总数5万9000余元。阿拉卡
巴和王来财分别贿赂7人和8人，贿金总
数分别3万6000余元和3万1000余元。
贪污调查局接获线报展开调查，将
公司董事林俊德（43岁）和11名营业员
控上国家法院。
林俊德去年认罪后被判监30个月。
11名营业员当中，包括黄国泰等四人在
内，已有10人被治罪，最后一人的案件
在审前会议阶段。（人名译音）

对五行，你可不陌
生，但对五行筋络理
疗，你又了解多少？
今天，新加坡独一
的Healspa，就有推出
五行筋络理疗，为大家
畅通筋络，行气运血，
散瘀消结构，调和脏

腑，改善体质毛病！
负责人说，五行之
间，有相生则不至导致
某行的不足，有相克则
不致造成某行的太过。
在中医学里，五脏是和
五行是相对应的，有相
克则会导致某行的不
足，有相生则不会导致
某行的不足，使人体气
机处于不稳定的变化状
态，比如疲劳、酸痛。

优惠＋送草药颈枕
Healspa的两店面于本月份（12
月）推出公众特别体验优惠，60分钟
只收$57.60 (原价 $79.60)，还免费赠
送价值$29.90草药颈枕。

精神紧张，代谢功能失
调等，让人处于亚健康
的状态，老感觉身体不
舒服。故中医五行筋络
理疗，是依据自然和生
命规律来预防和改善体
质和毛病。（资料由
Healspa提供）

★Healspa 100AM (Amara)
100 Tras Street, #04-14 100AM ，电
话: 6694 8606
★Healspa Liang Court
177 River Valley Roads #B1-06B ，
电话: 6252 7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