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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屋局将借助科技打造环保智能住家，与
新能源合作探讨在登加新区推出更省电的中央
冷却系统，和用人工智能控制的能源系统。
　　建屋发展局今天在世界城市峰会上，分
别和新能源集团、长成控股独资子公司Robin 
Village和ISO Landscape Pte Ltd签署协定，
推动智能和可持续住家。
　　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在
签署仪式致辞时表示，城市方案是我国研究与
发展蓝图的重要部分。
　　建屋局和新能源集团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将研究如何把登加（Tengah）发展为首个智
能能源市镇，成为新加坡首个也是最大的智能
及永续的市镇。双方将合作开发中央能源软件
系统，这如同一个会收集、处理、分析和学习
能源使用数据的大脑，有助于打造更高效和可
持续的能源管理模式。
　　比如住家、街灯或红绿灯停电，系统可以
侦测到并从通过其他来源供应能源。而利用
人工智，未来居民特可以将水电账号链接到应
用，随时检查电器等的能源使用率。

　　登加也可能拥有中央冷却系统，或比在
每个单位安装冷气系统更高效节能。若研发
成功，登加的智能能源可成为未来其他本地
或国外城镇的模范。

　　建屋局将采用3D打印技术，建房间的预
制模块制作时间可缩短为两天。
　　建屋局和Robin Village签订的协议，则
会连同Witteveen+Bos Southeast Asia Pte 
Ltd和南洋理工大学，研究使用3D打印技术
制作特殊建筑形式的可能性。
　　目前，制作预制构件需要先制作模型，
而根据设计的复杂性，一个普通组屋房间的
模型可花上一个半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个耗
资三百万元的合作将通过制作3D凝土打印
机，发展电子制造科技。若成功，就无须再

制作模型，可将预制构件的制作时间缩短为
两天，这可拓展建屋局发展项目的设计可能
性，也会提升工程的效率并减少对市场预制
模型制作者的依赖度，减缓可能面对的人手
短缺问题。

　　马国首相马哈迪表示，马国之所以
没有针对新隆高铁一事回应新加坡，是
因为“不容易作出决定”，而且马国
“要很小心自己的言论”。
　　马哈迪今天在被问及关于新加坡仍
在等待马国关于新隆高铁的正式通知
时，这么表示：“不容易作决定。当我
们作出一个决定而宣布出来时，市场反
应相当负面。市场似乎是喜欢听每一件
事都很好的谎言，所以他们能够给予好
的评价。”
　　“不过如果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发现
了很多错误的，他们的反应是带着钱跑
了，停止投资或怎么的。不过事实上，
我们现在所做的是确保这个国家的财政
能够正常运作下去。”

‘要很小心自己的言论’
　　马哈迪表示，若以他们如今必须非
常小心自己所说的话。对于新加坡政府

所关心的，我们还没有给予全面的通
知，不过他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马哈迪早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明有
意搁置新隆高铁项目，却始终没向新加
坡正式阐明对新隆高铁的立场。新隆高
铁项目的议题昨天在国会上也引起热烈
关注，6名议员针对提出口头询问。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昨天在国会答复
议员有关新马两国关系的提问时，表示
我国在等待马国答复期间仍会履行新隆

高铁双边协定下的义务，会继续承担相
关费用，因此希望马国能很快给予官方
答复。
　　我国在6月1日吁请马国通过外交渠
道，阐明马方对新隆高铁计划的立场。
然而，至今仍未接到马国政府的回复。
　　而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
文远则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政府
初步估计已为新隆高铁项目总共投入了
超过2亿5000万新元的费用。

▲建屋发展局建设及研发署署长黄良兴
（左）和新能源集团战略发展总监吴自强在
建屋发展局局长蔡君炫博士、国家发展部长
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和新能源集团总裁
黄锦贤（从左到右）的见证下，签署协议。
（邝启聪摄）

▲打造登加新镇成首个智能能源镇。（档案照）

马哈迪：他们知道我们要什么

万事达读卡机 
20秒确认真伪

　▲万事达研发出
鉴识读卡机，能在
20秒内辨别信用卡
真伪。（万事达卡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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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帮助警方更快侦破信用卡盗用
案，万事达研发出能在20秒内确认信用
卡真伪的读卡机，并赠送10台给新加坡
商业事务局。
　　信用卡公司万事达卡发布消息表
示 ， 公 司 与 本 地 警 方 合 作 ， 当 局 将
采用全球首创的万事达卡鉴识读卡机
（Mastercard Forensic Reader）来辨
别信用卡的真伪。
　　以往警方侦办类似案件时，需要跟
付款处理公司和发卡银行等接洽获取相
关信息，这个过程得花几天，有时甚至
好几周，有了读卡机后就只需20秒，可
大力提升调查人员的办案效率。
　　无论是磁条、晶片或免触式信用
卡，读卡机都可读取，而且可横跨各种
信用卡品牌及海内外发卡银行。此外，
读卡机不会储存信用卡数据，避免用户
资料外泄。
　　读卡机在2015年间就已开始试行，
而澳门和台湾的执法单位已率先采用新
器材。
　　商业事务局财务调查组副局长黄国
安表示，随着万事达卡赠送10台读卡机
给警方，这将提升当局调查信用卡盗用
案的能力。

登加或推出
省电中央冷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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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名家长指本地一乡村俱
乐部开办保龄球课程，承诺授
课至少5年让学员有机会晋级
国家队，岂料开课两年后却突
“喊停”，望子成龙恐梦碎，
入禀法庭要求开课！
　　有受访父母缴付1888元至
2888元会费加入相关乡村俱乐
部，希望儿女通过保龄球课程
晋级国家队，却在去年9月间
接获课程喊停的消息，晴天霹
雳，据了解23名年龄介于10至
20岁的保龄球学员受到影响，
　　家长廖美莲（45岁，自雇
人士）告诉记者，儿子10岁起
参加学校保龄球课外活动，遇
上教练善嗒（57岁），对保龄
球产生浓厚的兴趣，得知教练
是前国手，也是本地双手保龄
球的“先驱”。廖美莲于是不
惜花400至500元买了保龄球的
配备，更让儿子参加俱乐部的
‘卓越中心’计划。
　　她称，儿子当时每周已花
约8个半小时练球，但俱乐部
环境好，也信任教练会好好教
导，去年6月趁俱乐部优惠付了
1888元（原价2888元）会员费
加入，以获得课程学费优惠。
　　“岂料，加入3个月后，就
接到教练发来简讯通知，说课
程将在同年12月底结束。”

　　她称，让儿子参与此课程
是希望他有机会进入国家队，
俱乐部也曾承诺过这个项目会
持续至少5年。
　 　 “ 接 获 通 知 后 ， 我 很 惊
讶，也很难过，难以向儿子解
释。”
　　廖美莲已连同另3名家长以
及教练，一同聘请律师入禀高
庭，希望能让俱乐部重新开设
课程。

教练自觉愧对家长　
　　教练说服家长为课程加入
俱乐部，不到数月课程就结束
被打乱，自觉愧对家长，一同
展开诉讼行动。
　　教练善嗒受访时说，他在
乡村俱乐部执教十多年，2年前
经俱乐部要求答应开办卓越中
心课程。
　　“开办课程的两年内确实
有两名学员被选上国家队，我
也希望有潜质的学员能加入才
会向家长推荐，不料如今却出
现提前解约的局面，课程被打
乱，我觉得对家长有愧，所以
一同入禀高庭进行诉讼。”
　 　 另 一 名 家 长 孙 为 烈 （ 4 2
岁，德士司机）说：“17岁儿
子参加课程后有了人生目标，
学业成绩也进步了，还被选入
国家队训练营，接获课程关闭
的 通 知 后 ， 我 们 一 家 都 很 难
过。”

马哈迪 新隆高铁。（档案照）

　　住在东部的
法兰斯（57岁，
行销人员）说，
他在2015年为了
让女儿能跟随善
嗒教练受训，不
惜付2888加入俱
乐部当会员，岂
料课程结束只收
到教练的简讯通
知才得知情况。
　　他透露，和
另外10名家长去
年10月9日联名致
函俱乐部请愿，希望继续开办课程。
　　根所出示的文件显示，俱乐部在同月25日回复信件中指
出，结束课程是因蒙受亏损，需将保龄球场外租，并称遵守备
忘录，给予了3个月的通知。

俱乐部：

      3D打印技术做预制模块

保龄球课程喊停
4家长上庭求复课

▲家长入禀高庭要求复课。

学员们在俱乐
部上保龄球课。
（受访者提供）

已提前3个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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