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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被判坐牢43个月的心理
学家曾增博士被指潜逃到马来
西亚的17年期间，改名换姓，以
“郑伟勋”的身份创办爱求知学
习中心和 ICL培训公司。两家公
司多年来会活跃于雪兰莪一带，
在当地培训多名教师和学生。

律师求情指曾增 
在马国协助培训青少年

代表曾增的迪瓦利律师前
天在庭上表示，曾增从1999年到
2016年在马国期间，仍继续作出
贡献，协助培训青少年。据《联
合早报》掌握的消息，曾增在
1999年潜逃到马国后，辗转在雪
兰莪州的巴生落脚，改名为“郑
伟勋”（Shaun Zeng），先后创
办两家公司，每年为当地师生举

办数十场培训课程和讲座。
　　其中，曾增在2002年于巴生
开设爱求知学习中心。据中心宣
传手册介绍，曾增是毕业于英国
牛津大学心理学与电脑系的双料
博士，中心也获马国教育部批
准，目的是“把正统有效的心理
学理论融汇于学习技巧课程，让
学生受益。”

曾增后来与名为胡远健的
男子创立“ICL Training”培训公
司，主要为成年人提供相关的课
程。曾增几次到国家法院接受审
讯和案件下判时，陪伴同行的正
是胡远健。

根据网上的记录，曾增在
2016年年中，即自首的半年前，
还继续进行情商（EQ）与学习技
巧培训课程。
　　记者根据线索，远赴雪兰莪
巴生和吉隆坡八打灵再也分别走
访爱求知学习中心和 ICL 培训公
司。爱求知学习中心位于巴生住

宅区，一名不愿具名的女负责人
应门，指她三四年前加入学习中
心，但不清楚郑伟勋是不是创办
人，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学

习中心。
　　位于八打灵再也 Icon City内
的ICL 培训公司则无人应门，据
在隔壁单位工作的男子说，已数

月未见过有人进出培训公司，相
信单位已空置一段时间。
　 　 另 外 ， 曾 增 也 以 “ S h a u n 
Zeng”的名义开设个人面簿账

号，记录他在马国的生活。他开
设的公司的面簿账户也不时上传
他在不同场合授课或领奖的照
片。不过，过去几天他突然删除
个人、爱求知学习中心和ICL培
训公司的社交媒体账号与网站。

三年前曾到本地 
与戴尔高层开会
　　根据 ICL培训公司的面簿，
曾增在2016年5月6日现身新加
坡，以培训公司代表的身份和电
脑公司戴尔（Dell）亚洲区的代
表开会。两人会议后也和戴尔高
层职员合照留影。那次曾增现身
新加坡距离他自首那天相差约七
个月，本报目前已电邮戴尔公司
查询详情。
　　曾增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
工作和心理学系的前心理学讲
师，涉嫌于1999年6月28日至30
日之间在当时旧机场路基里玛营
的房间和厕所内非礼九名13岁男
生。但他被控后弃保潜逃，遭警
方通缉，直到2016年12月在马国
自首后，被引渡回新加坡。
　　他否认有罪，但案经审讯后
被判罪成，须坐牢43个月。他不
服判决，表示将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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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红色的流线型车身搭配车
顶炫黑的太阳能板与硕大的车
窗，一辆形似在科幻片中出现的
跑车昨天上午在新加坡理工学院
校园内徐徐驶过，吸引路人好奇
的目光。
　　这是该院17名学生花一年
时 间 设 计 并 打 造 的 太 阳 能 车
“SunSPEC6”。他们将是今年
10月一项世界级太阳能车比赛唯
一代表新加坡参加的队伍。
　　两年一度的世界太阳能车挑
战赛被誉为全球最为艰难的太阳
能车赛之一。车辆从澳大利亚北

部达尔文出发，穿过中部荒野，
开到南岸阿德莱德，全程3000公
里。第三次参赛的新加坡理工学
院将参加Cruiser类别比赛，以打
造最接近普通轿车的太阳能车为
目标。除了要完赛，主办方还会
考量汽车的设计、效能和载重等
指标。

阳光若充沛 
可边行驶边储电
　　参与汽车电池制作的新加坡
理工学院能源系统与管理文凭三
年级学生郑杰怡（19岁）介绍，
车上搭载的太阳能芯片将吸收到
的光能转化成电能，储存在25千

瓦时的锂电池内，为车辆提供动
力。由于不需燃烧化石燃料，因
此能最大限度减少碳排放。
　　郑杰怡说，团队改进电动车
性能后，车子在阳光充沛的情况
下可边行驶边储电，电池储量较
上一代增加三成。全车重量仅为
450公斤，是市面上常见家用轿
车重量的40%。

以时速100公里轮流开车 
另有后勤车队护航
　　“SunSPEC6”车内设有两个
座位，学生们在白天将以时速每
小时100公里轮流开车，还有后
勤车队保驾护航。郑杰怡说，团

队也会提早到达澳洲，进行路面
测试和汽车调试。“例如根据当
地天气状况考虑减少车内电池，
这样便可减轻车子重量。我们也
做好准备在停车点周围扎营野
炊，以尽早完赛。”
　　作为新能源集团与新加坡理
工学院自2015年起展开的五年合
作项目，新能源为学院提供100
万元资金，支持学生参加世界太
阳能车挑战赛。
　　新能源电网主席秦永国说：
“学生年纪还小的时候就接触实
际工程操作，能让他们在为新加
坡创造一个更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时占得先机。”

陈美谕　报道
tanmeiyu@sph.com.sg

　　明年初，本地食客将可以在
谷歌地图上查看到全岛114座熟食
中心内所有摊位的外观和相关资
料，寻找美食踪迹更方便。
　　为推广本地小贩文化，国家
文物局、国家环境局、新加坡全
国商联总会，以及谷歌昨天宣布
展开合作项目，在谷歌地图街景
（Google Maps’Street View） 中
记录本地所有熟食中心的实景面
貌。
　　背着Trekker 街景背包的谷歌
工作人员昨天率先走入牛车水大
厦熟食中心，拍摄里面的 200多
个小贩摊位。
　 　 这 个 T r e k k e r 街 景 背 包
上 面 安 装 了 七 个 2 0 0 0 万 像 素
（megapixels）的摄像机，每两秒
会自动拍下360度的高清画面。

招牌门牌地理位置全记录
　　这款高科技仪器不仅能清楚
记录每个摊位的店名和号码，也
会记录所有摊位的确切位置，方
便食客寻找心仪的摊位。主办方
认为这将为广大食客带来便利，
尤其是对我国小贩文化不熟悉的
外国旅客。
　　文物局助理局长陈子宇（政
策和社区）说：“我们希望通过
这个合作项目建立一个全面的小
贩资料库，并在未来完善搜索功
能。如此一来，本地公众和外国
旅客就能更轻松地在网上搜寻
熟食中心和各个摊位的详细资
料。”
　　除了牛车水，谷歌也将陆续
到黄金熟食中心、麦士威路熟食
中心、芽笼士乃巴刹和竹脚中心
等地开始记录工作。

　　国家环境局熟食中心署署长
王美媛说：“新加坡全岛有超过
6000个小贩摊位，别说外国游客
不懂得应该光顾哪一些，许多本
地人一般也只会光临他们常去的
一些摊位。因此，有了谷歌地图
街景，民众将能更好地了解我国
丰富多彩的小贩文化，也能更方
便地尝试新的小贩美食。”
　　谷歌 Trekker 街景背包自2012
年投入运作后已踏足多个世界著
名旅游景点，如美国大峡谷国家
公园、印度泰姬陵和意大利威尼
斯。

谷歌：会慎重处理公众隐私
　　如今走进室内环境，谷歌
街景亚太项目经理阿密（Amit 
Morya）透露：“这是我们第一次
真正把这一技术带进室内，不过
我们有信心在明年上半年左右顺
利完成。此外，我们也会小心处
理照片里被拍到的公众，保障个
人隐私。”
　　在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营业
将近四年的肉骨茶摊主陈嘉慧
（48岁）说，谷歌街景主动将本
地熟食中心加入其中，对摊贩们
是一大喜讯。
　　她说：“为跟上时代发展，
我当初开档时特地设立了面簿和
Instagram账号，以吸引年轻人和
外国旅客。可是年长一辈的摊主
未必懂得上社交媒体，所以谷歌
的这个项目等于是免费帮助他们
在网上宣传，日后想必能带来更
多人潮。”
　　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国家
文物局与国家环境局已在今年3
月联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呈
文件，申请将新加坡小贩文化列
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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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早报》掌握的消息，曾增在1999年潜逃到马国
后，辗转在雪兰莪州的巴生落脚，改名为“郑伟勋”，
先后创办两家公司，每年为当地师生举办数十场培训课
程和讲座。

　“SunSPEC6”每次充电最远能行驶1000公里，相当于从新加坡到怡保来回跑一圈。新加坡理工学院能源系统与管理文凭三年级学生郑杰怡说，除
了工程系不同专业学生须相互合作赶上进度，车子没有获准在本地公路上测试，也使得准备工作充满挑战。（陈勇志摄）

文物局等与谷歌合作
摄录本地所有熟食中心“街景”

新理工学生设计太阳能车参加澳洲3000公里赛

曾增1999年逃亡马国后，化名“郑伟勋”，并于2002年在雪兰莪州巴生开办爱求知学习中心。记者近日走访学
习中心，但中心负责人对曾增不予置评。（吴伟国摄）

改名换姓培训教师和学生

曾增潜逃马国期间开办两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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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RT自去年2月实行日本管
理理念“改善法”以来，已推行
了超过1400个改善项目，以鼓励
每名员工在各自岗位上精益求
精，不断改善日常工作流程，提
高生产力。

SMRT企业昨天发布2018/19
财政年的集团报告，集团主席佘
文民在报告中透露，由他提出的
“改善法”（Kaizen）计划，也包
括优化和改变物流和供应链，其
中包括改善地铁系统的供应链。
　　这将确保在地铁系统维修、
保养与更换时，不同部件得以及
时和准确交付，以便取得更有效
的营运表现，提升地铁可靠度，
让地铁业务更具成本效益。

被日本企业界如丰田汽车等
普遍采用的“改善法”，旨在鼓励
职员“由下而上”积极提出建议，

并授权他们改善工作流程和环
境，从而提高公司效率和生产力。

佘文民说：“自SMRT去年2 月
推行‘改善法’以来，我们留意
到员工在工作时发挥更大的责任
感。他们为提升自己及提高生产
力所做出的努力，让我们感到鼓
舞。”他强调，董事会和管理层
致力于建立高标准的企业治理，
在每个工作环节都实行有效的内
部控制框架来发挥制衡作用。

南北线可靠度 
已突破“百万”目标
　　SMRT集团总裁梁建鸿也在
报告中指出，南北线的列车可
靠度记录已突破了政府定下的
“百万”目标，下来SMRT将争
取让它所经营的其他地铁线也取
得同样的表现。

截至今年6月，南北线列车平
均每行驶超过143万5000公里才发

生一起延误超过五分钟的事故，
可靠度可媲美香港和台湾。这条
我国最老旧的地铁线最近也在陆
路交通卓越奖颁奖典礼上，获颁
“进步最大地铁线奖”，工程与
维修人员的努力获得了肯定。
　　至于东西线，列车平均每行
驶69万3000公里发生一起延误超
过五分钟的事故，优于去年的40
万8000公里。
　　梁建鸿说：“作为新加坡的
主要地铁经营者，我们有责任维
持地铁系统的高度可靠性。”
为加强公司运作，SMRT集团今
年4 月根据四大业务进行改组，
除了地铁，也新成立一支工程团
队，以提升工程能力，让地铁团
队能更专注于提供可靠服务。
　　另两大业务是负责巴士、德
士、私召车及无人驾驶车业务的
陆路团队，以及由企业服务团队
主推的改善体验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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