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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安全与卫生专员月薪可达近9000元

曾琬瑜　报道
chingwy@sph.com.sg

　　商人搭乘地铁，不料身边男
子和同伴高谈阔论着要怎么下手
打某人，而且还毫无顾忌地亮出
刀子挥舞。由于预感可能有一场
流血事件会发生，商人悄悄报
警，实时向警方通报两名男子的
行踪。
　　颜伟恩（30岁）因为协助
警方迅速打击罪案，昨天获得
警察部队公共交通保安指挥处
（Transcom）表扬。与他一起受
表扬的还有11名公众，他们合共
协助侦破了10起案件。
　　颜伟恩在表扬仪式上受访时
说，他犹记得7月14日下午2时左
右，两名20来岁的男子在三巴旺
搭乘往裕廊东的地铁列车，其中
一人身材壮硕，另一人瘦削。
　　他说：“身体壮硕的男子就
坐在我旁边，他一上地铁就开始
向在旁的同伴炫耀，讲述自己要
如何使用暴力对付一名男子，还
说要把对方打倒在地上。”
　　他忆述，壮汉目中无人，
随后亮出一把八公分长的折刀
（flick knife），一边挥舞利刀，
一边称要用它刺受害人，接着又
拿出钢笔和手电筒等，示范自己
要如何继续攻击受害者。
　　颜伟恩觉得事有蹊跷，于是
当列车来到油池地铁站时，他立
刻传短信给警方。“警方过后打
电话给我，而我也小心翼翼地通
过耳机向他们通报‘嫌犯’的行
踪。”

　　两名男子后来在武吉巴督地
铁站下车，而颜伟恩也尾随在
后，远距离暗中观察他们。10多
名警员根据颜伟恩提供的信息赶
到威城（West Mall）附近拦下两
人。这两名男子最终因涉及毒品
罪行遭逮捕，其中一人也在持有
受管制武器的罪名下被捕。
　　另外两名受表扬公众是张素
霞（42岁，财务经理）和黎辉善
（38岁，建筑业）。他们在上个
月30日晚上，分别在巴耶利峇地
铁站和碧山地铁站协助警方逮住
两名涉嫌偷拍女子裙底的男子。
　　无独有偶，他们都是在电动
扶梯上发现有人尝试偷拍前方女
子的裙底，于是通知地铁站员
工，协助警方将偷拍男子绳之于
法。　
　　公共交通保安指挥处副司令
吴依芳助理警察总监在仪式上指
出，警民合作对打击罪案至关重
要。
　　“这12名公众在协助警方破
案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
这些罪行有可能不被发现，非常
感谢他们挺身而出。”
 　自今年1月以来，公共交通保
安指挥处已表扬32名见义勇为的
公众，赞许他们在维护公共交通
网的保安上挺身而出。
　　指挥处透露，昨天受表扬
的12人也已加入7月推出的通勤
者守望计划（Riders-On-Watch 
Volunteer Scheme），继续协助警
方留意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公交
场所是否有违法勾当发生。

陈美谕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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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购风潮势不可挡，近年来
更出现在网上直播卖东西，同时
娱乐顾客的流行趋势，进一步打
击传统零售业的生意。
　　为确保我国零售业赶上时代
变化，南洋理工学院属下的新加
坡零售管理学院与新加坡传媒学
院合作推出“新媒体专业人士
计划”（New Media Professional 
Programme）。
　　双方前天在贸工部兼教育部
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的见证下，
为这项新计划签署合作备忘录。
　　新计划涵盖三大课程：电商
创业、商业营销，以及网络内容
制作，教导学员如何结合数码、
娱乐和营销。
　　学院主任王慧菁受访时说：
“直播卖货看似简单，但实际上
镜头前后都有很多须要注意的小
细节，不是每个人自然而然会知
道该怎么做。如果自己摸索不
仅会浪费很多时间，也未必能成
功。”
　　她举例说，要如何介绍一样
产品、视频里该出现什么画面、
甚至该怎么打灯光等都是一门学
问，而学院推出相关课程能为学
生提供一个规范的学习蓝图，无
论他们最后决定成为荧幕上的博
主或幕后的制作人，都有机会成
为更好的网络销售员。
　　该计划目前主要针对专业人
士、经理、执行员与技师（简称

PMET）等已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成
年人，未来或会扩大招生规模，
开放给大学生等较年轻的群体。
　　徐芳达在宣布这项新计划时
说，零售业是本地经济重要组成
部分，占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约
1.2%，雇员人数占全国劳动力约
3.9％。
　　然而，零售业收入一年不如

一年，业者急需重塑和改进，以
吸引并留住要求越来越高的消费
者。
　　整个学习计划预计长达半
年，学费约1万8400元，学员完
成后将会获得零售数码娱乐专
业证书（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Digital Retail Entertainment）。
　　为鼓励雇主支持职员提升

技能，并帮助失业超过半年的
PMET人士，劳动力发展局将分
别给予每月高达4000元和6000元
的津贴。
　　当局也会按企业个别情况提
供援助。
　　欲知详情，可拨电62227477
或电邮courses@sirs.edu.sg询问详
情。

协助迅速侦破10起案件
12名见义勇为公众获表扬

新媒体专业人士计划　教导电商创业与营销

环境、卫生与安全主管侯陈丰（左）与卫生、安全、保安与环境协调员
伊宁，现在可参考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技能框架，为自己或下属安排有
关培训，精进专业技术。（周国威摄）

新传媒首席内容创作官梁露明（左一）代表新加坡传媒学院与南洋理工学院高级总监（行业与终身学习）陈
翊旻（右一）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出“新媒体专业人士计划”，帮助零售业者提升技能。贸工部兼教育部高
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左二）和精深技能发展局局长黄子鹏见证了签字仪式。（萧紫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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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专业水
准越来越高，市场上最优秀的高
级专员月入至少有近9000元，比
全国薪金中位数高一倍。
　　精深技能发展局昨天推出工
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技能框架，列
明这个专业的各种与各级职位所
须具备的技能，以及雇主支付的
薪水让业界参考。
　　根据技能框架，高级安全
与卫生专员薪水最高的首25％当
中，最低总月入为8892元（未扣
除雇员公积金）。总月入包括基
本工资、加班费、佣金、补贴与
其他现金款项。
　　高级专员（Senior Officer）是
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运作中职位
最高的非管理职位。

　　人力部长杨莉明在工作场所
安全与卫生专员大会上宣布推出
技能框架时说，越来越多人从事
这个专业，薪水也有所上涨。
“这些正面的发展方向，都反映
了你们越来越专业。”
　　共有600名工作场所安全与卫
生专员、有关协会代表，以及政
府官员出席在滨海湾金沙举行的
这场大会。
　　过去13年，安全与卫生专员
人数增加超过两倍，从2006年的
1300人增至今年的4700人，有九
成是本地人。
　　当局要在2028年达到每10万
名员工少过一人死于工伤意外的
目标。
　　新推出的工作场所安全与卫
生技能框架，旨在让职员、雇
主，以及教育与培训机构间创造

共同的技能语言，协调技能认
可、培训设计，以及技能与职涯
发展的工作。
　　杨莉明说，安全与卫生专员
致力于建立安全工作文化，推广
能预防伤害的作业方式，并得说
服管理层投资风险管理，维护工
人利益，是个重要又伟大的职业。
　 　 宝 德 项 目 （ B o u s t e a d 
Projects）工程与建筑公司环境、
卫生与安全主管侯陈丰（60岁）
受访时说：“新加坡安全执行员
协会早就用‘专业’两个字来形
容它的会员，但业界是否接受很
难说。“这个技能框架算是确立
了这个领域的专业身份。”
　　Mighty工程与建筑公司卫
生、安全、保安与环境协调员伊
宁（Muhamad Ithnin，37岁）说，
有了明确的技能框架，他更能掌
控自己的职业发展。
　　“入行前，我对这个职业一
窍不通，只能问已经入行的朋友
该上什么课。现在，我知道自己

需要什么技能，可以要求公司派
我去上有关课程，也能送我的下
属去上课。”

精深技能发展局昨天推出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技能框
架，列明这个专业的各种与各级职位所须具备的技能，
以及雇主支付的薪水让业界参考。

职业与安全从业员薪水

资料来源／美世新加坡工资调查
（精深技能发展局委任） 

总月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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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位数 百分位数

安全与卫生 2,006 3,013
管工

安全与卫生 3,200 4,177
协调员

安全与卫生 4,303 5,842
专员

高级安全与 6,007 8,892
卫生专员

安全与卫生 8,561 13,404
经理

职业卫生专员 4,063 5,837

职业卫生师 6,612 9,170

商人颜伟恩（左）在地铁上发现两名男子疑似在策谋攻击其他人，立即
通知警方，昨天获得公共交通保安指挥处副司令吴依芳助理警察总监颁
奖表扬。（警方提供）

　　两艘油槽船在我国西南部海域航道上“相撞”，导致500公吨的化学物质泄漏，多个机构迅速展开行动，化解化学污染危机。
　　配合国际化学品和石油污染大会结束，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昨天上午举行跨机构化学物质泄漏演习，地点在西南部海域的辛基
航道（Sinki Fairway）。来自警察海岸卫队、新加坡海军和民防部队等20个机构的150名人员，参与桌面推演及海上部署演习。
　　此次演习模拟两艘油槽船相撞，导致化学物质二甲苯（xylene）泄漏，参与演习者迅速穿戴防护装备、配备气体探测器和化学围油
栏，合作应对全球其中一个最繁忙航道的化学污染事故。现场也展开高空拯救行动，疏散两名饰演吸入二甲苯的伤员。
　　海事局局长柯丽芬指出，该局在加强新加坡事故管理能力的同时，也会严格执行“防止船只制造污染国际公约”（MARPOL）所规
定的标准，减少新加坡注册船只与靠港轮船的污染风险。（海峡时报）

　　公众未来可通过手机应用追
踪能源使用量，从而减少碳足
迹。
　　新能源集团昨天发文告说，
从今年12月起，本地160万个住
户和企业将可利用新能源“SP 
Utilities”手机应用里的“碳足迹
追踪器”功能，追踪日常生活的
能源使用量，培养节能习惯，减
少碳足迹。
　　新能源集团总裁黄锦贤说：
“这项新功能将让用户了解他们
的行为如何影响环境，从而改变

生活习惯，迈向可持续的生活方
式。”
　　应用里的模拟工具，可根据
用户的日常活动计算每日的碳排
放量，包括消费习惯、交通习惯
及能源使用量等。用户也可通过
应用游戏，与家人和朋友一起
竞赛，鼓励彼此实现“绿色目
标”。
　　不论公众使用的是哪个供电
商或电表类型，只要拥有“SP 
Utilities”账户就可下载应用，使
用“碳足迹追踪器”。

新能源手机应用
让用户监测能源用量　

多单位展开化学物质泄漏清理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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