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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声：太阳能比重虽提高

未来仍靠天然气满足大部分能源需求
陈振声说，未来我国在继续扩大进口天然气的来源的同
时，将持续改进天然气发电技术，提升能源效率。我国也
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发展跨国电网，开展电力贸易。
尽管我国计划提高太阳能发
电比重，减低碳排放，但天然
气仍是我国未来最主要的能源来
源。
太阳能、天然气、跨国电网
和低碳替代能源是我国接下来的
四大电力来源。贸工部长陈振声
昨天在新加坡国际能源周开幕仪
式上表示：“未来50年，我们将
继续依靠天然气来满足我们大部
分的能源需求。”
作为其中一种化石燃料，天
然气会在转换成电能的过程中释
放对气候变化造成负面影响的二
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陈振声说，未来我国在继续
扩大进口天然气的来源的同时，
将持续改进天然气发电技术，提
升能源效率。

此外，我国也通过与邻近东
南亚国家共同发展跨国电网，开
展电力贸易。陈振声援引丹麦与
瑞士向邻国售卖剩余电力的例子
说：“它将为整个电网提供更大
的弹性和稳定度”。
我国政府也正与学界及业界
合作，探寻其他低碳替代能源，
帮助新加坡未来继续降低碳排放
量，例如使用氢气（hydrogen）
制造零排放能源，以及研究如何
提取二氧化碳，并循环再用于新
的生产过程。
陈振声也提及使用核聚变
（nuclear fusion）技术发电的可
能，但他同时承认相关技术商业
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永
远不会放弃寻找替代能源，来补
充我们已经拥有的三大电源。”

新加坡未来四大电源

天然气

太阳能

跨国电网

低碳替代能源

● 最清洁的化石燃料，但仍会

● 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可用于发电

● 连接东南亚各国电网，开展跨

● 探索其他可减低碳排放的能

产生温室气体
● 未来要拓宽天然气来源，提
高发电效率

● 到2030年将太阳能容量提高到至

国电力贸易
● 更多能源选择，满足集体能源
需求

● 研究提取二氧化碳并循环再

少2000兆峰瓦（GWp），相当于
35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
● 2025年后启用存电量达200兆瓦
（MW）的能源储存系统

早报制图

10家电力与煤气业公司
承诺培训提升员工技能

我国可从城市规划到建筑设计着手减少冷却需求

随着政府未来着重提升太阳
能发电量，能源产业员工也需跟
上科技步伐。业内10家主要公司
承诺和电力与煤气业雇员联合会
合作，通过设立企业培训委员会
提升工人技能，预计至少七成员
工可获益。
在昨天国际能源周上，本地
电力与煤气行业的10家主要公司
和电力与煤气业雇员联合会，在
贸工部长陈振声的见证下签署协
议。
受雇于电力和煤气行业的
5500名员工中，预计至少有4000
人可获益。
这些公司的企业培训委员会
未来将与工会合作，促进协调与
交流，为员工落实培训计划，与
行业发展同步转型。
委员会的工作包括辨识因科
技颠覆而有裁员风险的工作、培
养新能力、掌握新的技术需求和
通过给予员工科技、适应力和技
术培训，提升生产力。
这10家公司是城市煤气、
KMC O&M、太平洋光源、兰亭

能源集团（Pavilion Energy）、胜
科、圣诺哥能源、新加坡液化天
然气企业、新能源集团、大士能
源，以及杨忠礼西拉雅能源。

为会员提供技能提升津贴
电力与煤气业雇员联合会会
长郑成财受访时透露，这10家公
司占据超过九成的电力与煤气业
市场份额。
他补充说，该联合会自2017
年起为会员提供技能提升津贴，
每名会员可申请的上限为500
元，过去两年平均每年派发约3
万5000元津贴。
也是杨忠礼西拉雅能源主席
的郑成财说：“公司必须清楚设
定愿景和商业计划，工会则会鼓
励员工学习相关新技能，为创新
做好准备。”
电力与煤气业雇员联合会是
今年新加坡能源奖四个得奖者之
一。联合会在促进行业自由化和
重组方面，扮演凝聚劳动力的角
色，推动员工培训和技能提升，
以及构建坚强的劳资政关系。

贸工部长陈振声在滨海湾金沙展览和会议中心举行的新加坡国际能源周上参观展出的液化天然气设备。
（海峡时报）

陈振声指出，净零能耗建筑
是本地研究的其中一个绿化建筑
方案，在绿地建造零碳足迹的新
建筑对我国和其他国家来说不
难，但问题在于以具有成本效益
的方式，将棕地（brownfield）转
换为节能建筑和邻区。
他提到，滨海湾的区域供冷

系统网络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为整
个区域供冷，要将区域供冷技术
应用在棕地，需要科技突破才能
做到。
另一个节能例子是临近丹戎
巴葛地铁站、建于1985年的新加
坡金融管理局大楼。与六年前相
比，金管局大楼在翻新设备后节

省了23.5％能源。
金管局更换了这栋有34年屋
龄的建筑的照明和通风设备，借
助智能和环保科技如根据使用率
开关灯光，达到节能效率。
陈振声说：“要做到以上事
情，需要新加坡的所有利益攸关
者一同努力。”

学者：实现2030年目标须装更高转换率太阳能板
受访学者认为，我国计划在
2030年将太阳能容量提高到至少
2000兆峰瓦相当“雄心勃勃”，
但若无法突破15%到20%的太阳
能板转换率，目标将难以实现。
南洋理工大学能源研究院
执行主任苏博德教授（Subodh
Mhaisalkar）接受《联合早报》
采访时指出，“我们需要25%，

用于新的生产过程

资料来源／贸工部

若要立竿见影节能
热带国家约三分之一的能源
用于降温冷却，贸工部长陈振声
认为若要立竿见影节省能源，本
地可从宏观的城市规划到微观的
建筑冷气系统着手进行设计。
陈振声昨天在国际能源周开
幕仪式上致辞时指出，多个研究
结果显示，热带国家三分之一的
能源用于冷却。
他以一般的会议厅为例指
出，只要冷却地面之上两公尺高
度范围，就可达到降温效果，如
果可重新设计建筑的整套冷却系
统，或许就能减少不必要的冷却
供应。
他认为，从宏观到微观减少
冷却需求可分为四个层面，即工
业区在城市中的分布方式、减少
人们通勤和货物运输的路线、邻
区（precinct），以及建筑物的冷
却需求。
陈振声说：“大部分城市以
未经规划、有机原始的方式向外
扩展。但在新加坡，我们在未来
50年将有个庞大机会，为接下来
几个世代翻新整座岛屿的基础设
施。”
他指出，若有机会重新发展
工业区和组屋，如何减少人们通
勤和物品运输的能源，是应该思
考的问题之一。他补充说，新加
坡当年从南部开始发展，因此现
今早上的交通流量多为从北往
南，和从东向西。
另外，邻区里的建筑物朝向
会影响自然通风，设计得当可减
少冷却需求。

源，如氢气

甚至是超过30%转换率的太阳能
板”，但相关产品需要再多五到
10年才能大量投产。
还好22%转换率的太阳能板
有望在未来两三年在市面流通，
而我国离目标尚有一段时间，有
机会迎头赶上。
苏博德也强调，计划成败的
关键在于私人企业会不会积极参

与。
他表示，为了达成明年350
兆峰瓦（MegaWatt Peak，简称
MWp）的太阳能容量目标，已有
一半组屋安装了太阳能板，换言
之下来要提高组屋收集太阳能的
努力有限，下来私企必须更积极
参与才能达到目标。
新加坡国立大学属下的新

加坡太阳能研究院副总裁雷拓
（Thomas Reindl）博士则说，
“只要石油与天然气价格不会大
幅下降，2000兆峰瓦的目标是可
以达到的”。
他指出，容量大于1兆峰瓦
的太阳能板的发电成本已低过一
般的商业电价，相信这会吸引更
多业者投资太阳能系统。

智能电网指数全球排名出炉
亚太区得分同比高10个百分点
新能源集团星期二公布今年
的智能电网指数全球排名，亚太
地区表现进步显著，得分比去年
高出10个百分点。
新能源集团去年推出的智能
电网指数（Smart Grid Index）是
全球首个针对智能电网的评估框
架，涵盖35个国家的75个公用事
业公司。
评估的七个方面包括监控
度、安全性、电力供应的可靠
性、数据分析、客户满意度、绿
色能源，以及整合分布式能源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如太阳能板和电动车充电站。
其中，亚太地区在客户满意
度、网络安全防御能力，以及可

再生能源连接电网方面都有所
提升，得分比去年高出10个百分
点。

美国太平洋煤电公司
蝉联第一
美国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以93%高分蝉联第一。
中国国家电网北京电力公司表现
大跃进，得分上升29个百分点，
排名第九。
排名第33位的新能源集团，
得分从去年的50%增至今年的
66%，主要是因为公司在全岛设
置电动车充电网络，以及采用智
能电表，在客户满意度方面取得
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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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病历系统昨天中断
李熙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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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去年
遭网袭后，该集团的电子病历系
统昨天再出问题，这个记录病人
资料的平台进行系统升级后暂时
出现中断，但集团已确认系统没
有被侵入。
新保集团（SingHealth）答
复《联合早报》询问时指出，集
团在系统中断时有一套应对措
施，医生仍能查阅病人资料。系
统中断并不会危及病人的护理和
安全，看诊服务照旧。

系统仍未完全恢复
他们正着手修复系统，至本
报截稿前仍未完全恢复。

新保集团：没被侵入

《联合早报》昨早获知消息
后走访新保集团属下的新加坡中
央医院，发现不同专科诊所的电
子系统都出现故障。
昨早约11时带父亲验血的黄
姓女士（51岁，家庭主妇）受访
时说，有职员透露他们无法登入
电子病历系统。她说：“一般上
医院会印出病人名字和身份证号
码贴在血液样本试管上，但今天
护士就得手写，再检查多遍确保
没抄错，自然会比较慢，所以等
候时间多出几乎一倍。”
陪朋友来看医生的柯女士透
露，一般看病注册时只要用机器
扫描身份证，但昨天因为系统故
障，单单等待到柜台注册就需要
半小时。

新保集团的集团医疗信息总
监吕坚敏副教授说：“有些（系
统）功能得在纸上以人工进行，
病人可能因此感觉服务缓慢，我
们为所造成的不便深感抱歉。”

准备好应对措施
确保看诊服务照旧
但他指出，他们已准备好一
系列程序，确保系统中断时仍能
继续照顾病人，包括设有“精简
版”的电子医疗系统，让职员查
阅病人的医疗记录，只是某些功
能无法通过系统进行。
林炳全（41岁，工程师）昨
早约11时半到肠胃科部门了解他
的内窥镜检查结果，当时医生能
读取他的医药报告。

他说：“我只是没有量身高
体重，可能因为医院无法把资料
输入系统，也无法与之前的记录
比较。医生也得手写我的病假
单。”
新保集团属下有多家医疗机
构，包括竹脚妇幼医院、樟宜综
合医院，盛港综合医院、多家专
科中心和综合诊疗所等。去年6
月，新保集团的电脑遭海外黑客
入侵，150万名病患的资料被窃
取，是我国历来最严重的网络袭
击事件。
对于医疗系统再次出现事
故，病人林炳全认为这类电子系
统事故如今已不再罕见，他认为
只要不涉及金钱，自己就不会受
太大影响。

通过社交群组散播猥亵内容
疑为管理人梁天伟加控五控状
周海丽

报道

haili@sph.com.sg

被控通过社交群组“SG Nasi
Lemak”散播猥亵内容的群组疑
是管理人之一的梁天伟，昨天被
加控五项控状。
被告自本月15日首次被控后
就被还押，案件昨天过堂后，法
官允许他以1万5000元保释外出。
与此同时，他的代表律师则表示
不再代表他。梁天伟在家人担保
后迅速离开法庭，他的案件将在
12月10日再过堂。
拥有超过4万名成员的
Telegram手机社交群组“SG Nasi
Lemak”之前被爆散播色情视频
及不雅照，警方调查后逮捕成

员阿迪拉（17岁）、李汉世（19
岁）以及张旻轩（26岁）和梁天
伟（37岁），四人于本月15日首
次被控。
梁天伟及张旻轩相信是群组
的管理人，梁天伟被加控后他共
面对九项控状，都是指他在群组
里散播猥亵资讯。
最新的五项控状分别指他在7
月26日、29日、30日、8月18日及
10月6日，通过电子媒介传送猥亵
照片到上述社交群组。其他涉案
人阿迪拉和李汉世都获准以5000
元保释，他们的案件将在11月15
日过堂。另一个疑是管理人张旻
轩目前被还押心理卫生学院，11
月5日过堂。（人名译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