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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星桥腾飞合作

新能源增充电点电动车充电只需半小时
新能源已率先在全岛八个
地点推出首批38个充电
点，其中 24 个设在星桥腾
飞的六个产业内。集团计
划最迟年底在星桥腾飞其
他产业，包括媒体工业园
的Infinite Studios和科学
园通道增设充电站，相信
能加快本地落实绿色出行
的方案。

李思敏

持续的环境尽一分力。”

每个充电点有两种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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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集团同星桥腾飞合
作，在后者旗下六个产业设24个
充电点，电动车车主最快可在30
分钟内为车完成充电。
到了2020年，新能源准备在
全岛设置1000个充电点，发展成
本地规模最大的公共电动车充电
网络。
新能源已率先在全岛八个
地点推出首批38个充电点，其中
24个设在星桥腾飞（AscendasSingbridge）的六个产业内，分
别是：凯发创新中心、企业大
厦、科技联（Techlink）、科技坊
（Techplace I）、The Capricorn，
以及The Kendall。
这些充电点已在上个月陆续
投入服务。新能源也计划最迟年
底在星桥腾飞其他产业，包括媒
体工业园的Infinite Studios和科学

电动车主只需通过新能源的“SP Utilities”手机应用，就能在全岛多个地点使用快速充电设备。（陈来福摄）

园通道增设充电站。
新能源昨天宣布星桥腾飞成
为新能源充电网络首个大型合作
伙伴。

集团总裁黄锦贤在公布合作
计划的场合上致辞时指出，与星
桥腾飞合作，能提供更多地点便
利的充电点，相信能加快本地落

实绿色出行的方案。
星桥腾飞副总裁马诺
（Manohar Khiatani）则说，通过
这次的合作，集团能更好地服务

正在增长的电动车用户群，并为
未来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我
们也希望能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公
共电动车充电网络一部分，为可

每个充电地点设有43千瓦的
交流电充电器和50千瓦的直流电
充电器，前者能在45分钟至60分
钟内为一辆电动车完成充电，后
者则只需30分钟。相较之下，一
般充电设备需要六至八个小时才
能完成充电。
公众可通过新能源的“SP
Utilities”应用使用充电设备，包
括查找最靠近的充电点、查询充
电情况以及付费。
交流电和直流电充电器目前
的收费分别为每千瓦时4角14分和
4角73分。
驾驶宝马i3电动车约一年的
颜文贤（40岁，科技公司总裁）
之前要为车充电时，必须把车开
到距离住家约三公里的Greenlots
充电站，搭私召车回家等，充完
电后再搭车回去取车。他说：
“我需要好好规划时间才能为
车充电，尤其是隔夜充电特别
麻烦，早上上班前还得赶去取
车。”
不过自从新能源在颜文贤的
办公地点科技坊增设充电点后，
他改成上班时充电，每次充电的
时间也从原本的10个小时缩减至
30分钟。
“不仅地点便利，充电的费
用也减少，之前充500公里所需
的电要支付150元，新能源的充
电设备则是每200公里的电收费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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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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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Enlistment Act）的控状，指
他在2014年6月10日至2017年8月
30日之间，没有履行全职国民服
役的义务，前后逃役三年两个月
又21天。他也被指在2014年5月19
日至2017年8月29日之间，在未持
有效出国准证（exit permit）的情
况下旅居国外。
在我国，举凡16岁半至40岁
之间的男性公民或永久居民，都
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
由大法官梅达顺、赵锡燊法
官和施奇恩法官组成的三司曾指
出，逾期入伍两年或以下的逃役
者一般上不会被判监禁，逃役超
过两年则得面对入狱两个月至三
年最高刑罚，而且逾期入伍超过
两年和23年半之间的逃役者，逃

被李显龙总理起诉诽谤的财
务顾问梁实轩将在本周内申请撤
销诉讼，争取同李总理的撤销反
诉申请在下个月一起审理。
梁实轩本月10日在面簿发
文，透露李总理向法院申请撤销
他所提出的反诉时，已表明他也
将以“滥用法庭程序”为由，申
请撤销总理对他的诽谤诉讼，同
答辩书所列理由一样。
诉辩双方昨天上午在高庭助
理主簿内堂进行第一次审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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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喝醉后报警说“李光耀
家有炸弹”，男子被逮后弃保潜
逃14年，去年回国自首，昨早被
判坐牢四个月。
祸从口出的男子是现
年61岁的甘尼森（Ganesan
Singaravel），他一共面对三项触
犯电信法令的罪名，指他在2004
年11月13日，三次报警提供假资
料。控方以其中一项罪名加以提
控，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
虑。
案情显示，被告在2004年11
月12日晚上，独自一人喝酒直至
隔天凌晨4时左右。他接着再到乌
节路豪杰大厦的便利店买酒喝，
拿起商店里的公共电话报警，指
“欧思礼路有炸弹”。
他挂电话后，走到设在大厦
里的另一个公共电话，再度报警
提起炸弹一事，还对接电话的警
员飙脏话。
意犹未尽的他，继续走到泰
国大使馆附近的公共电话亭，第
三度报警骂警察，还说他只有在
提到“李光耀家有炸弹”时，警

做法，由助理主簿在第一阶段负
责审理”。
总理新闻秘书张俪霖回答
《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聆讯
将在下月25日展开。她说：“就
如其他一些案件一样，双方同
意将有关申请交由高庭法官审
理。”
梁实轩去年11月7日在面
簿分享马来西亚社交新闻网站
“The Coverage”，有关李总理
成为一马公司弊案中主要调查对
象的不实报道。李总理随后于上
个月对梁实轩提起诽谤诉讼并索

取赔偿。
梁实轩在答辩书中列出三个
抗辩理由，即他从未称转载的报
道内容属实、报道仅刊登在他面
簿三日，以及他在接到资讯通信
媒体发展局要求他撤掉贴文的通
知后已照办。梁实轩去年12月26
日提呈答辩书的同时，也反诉李
总理“滥用法庭程序”，并向总
理索偿“名誉损害”。
李总理的代表律师过后向法
院申请撤销梁实轩的反诉，理由
是它“既缺乏法律依据，也毫无
胜诉的希望”。

钟熙雄昨早面控后离开国家法院。
（梁麒麟摄）

役时间越长，所面对的刑期增幅
就越大。
三司认为，与同时入伍的同
龄者比较，逃役者会取得实质而
有形的不公平优势。
控方昨早在庭上表示，将打
算以其中一项罪名加以提控，余
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
被告表示，他需要时间聘请
律师。
案件将展至2月4日过堂。

喝醉报警称“李光耀家有炸弹”
潜逃14年后自首男子监四个月
郭培贤

议。梁实轩的代表律师林鼎过后
在面簿发表声明时说，高庭对李
总理撤销反诉申请的聆讯定2月
25日审理。
辩方也通知高庭梁实轩将提
呈撤销诽谤起诉的申请，要求和
诉方的申请同一天审理。林鼎受
询时说，将在本周内提呈申请。
双方本月31日会再碰面进行
审前会议，以确定审理申请的议
程。梁实轩也将该声明上传到自
己的面簿页面。
林鼎强调，这些申请将由高
庭法官在内堂审理，“不像一般

察才会到场，他跟着又说了一句
“资政家今晚会有炸弹”。
主控官庭上表示，被告拨完
三通电话后，警方已经派人到场
将他逮捕。
被告在2004年年底被控，但
他在2005年1月弃保潜逃，直到去
年才回到新加坡自首。
主控官认为，被告虽然恶意
犯案，但未造成民众的恐慌，况
且李宅当时是有驻扎警力的，警
方没有浪费资源派遣额外人手查
探虚实。主控官因此建议法官判
他坐牢四个月。
主控官在庭上表示，被告犯
案前的三个月失业，开始酗酒，
但他没有精神问题，因此不足以
构成犯案的理由。
代表律师为被告求情时表
示，被告悔不当初，因为酗酒彻
底毁了他的一生，落得妻离子
散。
律师说，被告过去14年东躲
西藏，生活过得不好，和家人完
全失联。他如今百病缠身，罹患
糖尿病，脚趾头也长毒疮。律师
指被告是为了与家人度过余生，
才选择回国自首。

集邮馆和土生文化馆将关闭
傅丽云

展开两年大规模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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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集邮馆和土生文化馆
将分别从3月18日和4月1日起暂时
关闭，以展开大规模翻新工程。
成立于1995年的集邮馆，预
计2020年底重新开放；2008年设
立的土生文化馆，则预计2021年
中重新开放。
这是这两所博物馆创立以来
的最大规模翻新工程，除了翻新
永久展厅和一些设施，展馆内容
也会更新。
设在哥里门街的集邮馆，以
邮票作为介绍新加坡文化和遗产
的窗口。这栋大厦原为英华小学
的部分校舍，后来成为卫理书
局。集邮馆在1995年8月开幕，
原本是新加坡电信局（TAS）的
一个项目，2000年起由新加坡文
物局接管。
本地有13个博物院和文物机
构，公民和永久居民可免费入
场。文物局昨天发文告说，集邮
馆关闭前将举办三次开放日，让
包括游客在内的公众免费参观，
同时也会在2月6日（大年初二）
举办农历新年等特别活动。

设在哥里门街
的集邮馆，以
邮票作为介绍
新加坡文化和
遗产的窗口，
预计2020年底
重新开放。
（档案照片）

闭馆期间，集邮馆会继续为
学前和中小学的学生举行巡回展
出和教育活动，包括常年集邮比
赛和邮票绘画比赛，详情可上网
www.spm.org.sg查询。
位于亚美尼亚街的土生文化
馆，探讨东南亚土生华人的文化

唐振辉赴上海北京访问五天
傅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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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
长唐振辉昨天启程到中国上海和
北京访问五天。这是他出任律政
部高级政务部长以来的首个海外
访问。
律政部昨天发文告说，这次
访问是要加强新中法律方面的合
作，让两国的法律服务业和商家
抓紧亚洲新商机，包括“一带一
路”的相关项目。根据中国倡议

的“一带一路”架构，法律和司
法被列为第四个合作平台。
唐振辉明天将在北京访问三
天，期间将会见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CCPIT）会长高燕，
讨论如何加强新中商事争议解决
机构的合作，以便更好地服务商
业需求。
CCPIT监管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中
国全国仲裁机构和CCPIT调解中
心。

和艺术，并拥有收集最全面的土
生文物。这栋大厦建于1912年，
原为道南学校校舍，1994年改建
成亚洲文明博物馆，2008年重新
发展成土生文化馆。
土生文化馆闭馆翻新前，将
在3月15日和16日，配合文化遗

产节举办“亚美尼亚街派对”
（The Armenian Street Party），接
下来也会在公共图书馆举办展览
会，向公众介绍娘惹文化。
欲知土生文化馆最近发展，
可上网www.peranakanmuseum.org.
sg查询。

加强新中法律合作
2017年9月，新加坡国际调
解中心（SIMC）就与CCPIT调解
中心签署备忘录。去年10月，新
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也与
CIETAC签署备忘录。
唐振辉与高燕将出席明天的
“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
决论坛”，并发表演讲。这也是
新中首次联办的高级别法律会
议。
唐振辉也将参观北京仲裁委
员会（BJAC）、上海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SHIAC）和上
海仲裁委员会（SHAC），加深
对中国仲裁机构人才和网络的了
解，并探讨新中有关机构的合
作。
访问在25日结束。随行包括
律政部副常任秘书韩国元等官
员。由律师公会会长维贾延德兰
带领的32人律师团，也将出席论
坛，并拜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ACLA）和当地的大型律师事
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