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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度中风的画家薛奇峰透过
个人画展，两天筹得1万元，他把
所得全数捐给总统慈善挑战，帮
助弱势群体。
　　哈莉玛总统昨晚在总统府举
行晚宴，答谢为总统慈善挑战出
钱出力的72个捐献机构及义工。
薛奇峰（48岁）是受哈莉玛表扬
的其中一人，这项慈善活动预计
可达成在今年内筹集1300万元的
目标，让67家机构受益。
　　2010年平安夜，薛奇峰右边
肢体突然变得软弱无力，他才惊
觉自己中风。他之前在私校执教
长达15年，患病后不得不停下脚
步，并在休养的一年里出版了两
本书，内容分别涉及社会学和本
地教育制度。
　　他万万没想到书籍出版后，
还会再度中风。不过，他并没有
自暴自弃，而是咬紧牙关加强锻
炼手脚和脸部肌肉，防止肌肉萎
缩。经过四年的坚持，他不但重
建肢体肌肉，也以颤抖的双手拾

起画笔，透过笔下的鸟儿和鱼类
传达和平、环保与希望。
　　今年1月，无师自通的薛奇
峰在淡滨尼天地举行画展，义卖
画作。他说：“就算自己身有残
疾，仍可帮助有需要的人。”
　 　 哈 莉 玛 昨 晚 致 辞 时 指
出 ， 总 统 挑 战 自 力 更 生 基 金
（Empowering for Life Fund）今年
已筹得240万元善款，可资助11家
社会服务机构。
　　她对有更多社区发起筹款活
动感到欣慰，认为这反映出总统
慈善挑战集合了社区力量，帮助
弱势群体。
　　来年的总统慈善挑战将聚焦
于肯定残障者对社会所作的贡
献。

卓彦薇　报道
tohyw@sph.com.sg

　　任职于新加坡能源集团的覃
大杰，须确保全岛400个配电站
运作正常。自从集团试验以智能
感应器监测配电站运作以来，他
的工作转型为在后端监督数据，
省下奔波检查的时间，并能提早
解决故障。
　　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
昨天见证电力与煤气业雇员联合
会（简称UPAGE）和新能源集
团，正式成立企业培训委员会。
　　3600名新能源集团的员工今

后可透过新设立的企业培训委员
会提升技能，以应付能源产业转
型和数码化需求。
　　新能源集团承诺在到2022年
的三年内，拨出3500万元进一步
发展客户服务、网络安全、数据
分析、数码工作场所中所需的技
能和安全能力。
　　气体调节器技术员覃大杰
（37岁）六年前加入公司，除了
在配电站发生紧急状况时修补故
障，他的部门每半年也须检查全
岛约400个配电站。他受访时指
出，现有的定期检查是将记录器

安装在配电站，隔天取回，但如
果以智能感应器监测配电站的试
验成功，部门就可省下来回800
趟的检查时间。
　　上完一天的培训课程后，他
掌握了基本的智能感应器技术，
包括拆卸和安装、维修，以及对
比各配电站的压力数据。
　　覃大杰说：“经过培训后，
我们更有信心去面对未来的挑
战。毕竟科技一直在进步，我
们也要进步。”早在去年1月，
新能源集团已开始与UPAGE合
作，推出“每个人的未来技能”

（Future Skills for Everyone）培训
计划。自计划开展以来，已有约
八成员工获益，集团正在提升超
过200个工作职位。此外，与两
年前相比，现在每名员工的培训
时间增加了50％，
　　职总答复本报询问时指出，
至今已成立的60多个委员会中，
25％集中在休闲领域、制造业
24％、公共领域17％、贸易与联
通占16％。职总希望三年内在六
个产业转型蓝图领域中，成立
1000个企业培训委员会，培训约
33万名员工。

　　涉及在新加坡举行非法集会
的香港茶餐厅老板杨官华已被遣
返，今后不可在未获移民总监批
准下入境新加坡。
　 　 香 港 茶 餐 厅 老 板 杨 官 华
（Alex Yeung）日前未经批准在本
地举行公众集会，抵触公共秩序
法（Public Order Act）而被给予严
厉警告。
　　警方昨晚回复媒体询问时指
出，杨官华已被遣返，今后若未经
移民总监批准，不得入境我国。
　　警方在文告中说，杨官华因
举办未经批准的集会，邀请公众
探讨香港目前局势，结果护照遭
新加坡警方扣留，协助调查。
　　在这期间，曾有人呼吁新加
坡释放杨官华，不要对他采取进
一步行动，不过我国依法行事，
给予他严厉警告，并将他遣返。
　　此外，另一名取得新加坡公
民身份的55岁男子，因协助举办

未经批准公众集会，抵触公共秩
序法，接获严厉警告。
　　警方强调，新加坡一向态度
明确，外国人不应在我国通过公
众集会等途径，宣扬其政治主
张。警方是在正常合法程序下调
查杨官华案件。
　　杨官华因在香港和多个地区
经营华记茶餐厅，被网民通称为
“华记”。他近几个月来频频在
网上发表言论评论香港“反修例
风波”，成为网络红人。他是
在10月11日在新加坡举行了一场
聚会，邀请公众讨论香港当前局
势。
　　警方早前曾提醒公众，在没
有准证的情况下，公开在室内或
户外地点聚集，可能构成非法集
会的罪名。警方也不会批准任何
带有鼓吹他国或地区政治目的的
集会。来到本地的旅客应该遵守
我国法律。

两度中风前教师办画展 
为总统慈善挑战筹款助弱势

南凤善堂通告
（1） 庆祝宋大峰祖师圣寿。
（2） 新荣和兴潮剧团清唱班献唱，庆祝宋大峰祖师圣寿。
（3） 举行缅怀堂冬祭祀典。
（4） 颁发奖学金。
（5） 召开常年会员大会。
迳启者：本堂谨订于2019年11月25日（农历十月廿九日）至12月01

日（农历十 一月初六日）举行下列庆典活动。
（一）2019年11月25日（农历十月廿九日）星期一上午9点30分举

行恭祝宋大峰祖师圣寿参拜仪式。上午10点启建清供一天，
祈求国泰民安，堂务进展顺利。

（二）2019年11月26日（农历十一月初一日）星期二早上11时至
下午4时，新荣和兴潮剧团清唱班献唱，庆祝宋大峰祖师圣
寿。

（三）2019年12月01日（农历十一月初六日）星期日南凤善堂缅怀
堂前于上午10点举行冬祭祀典并为新晋之神主牌点主陞龛。

（四）2019年12月15日（农历十一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12点（堂
对面球场）宴请年长者、分发红包及粮食，1点颁发奖助学
金（福利协会承办）。

（五）庆典期间，由11月24日（星期日）至11月26日（星期二）及
12月1日（星期日）经堂部将停止外出礼佛，12月02日照常
服务。凡堂友如有丧事发生，只送致祭牌慰唁及届时领取互
助金，如有不便之处，统希见谅。

（六）2019年12月25日（星期三）下午2点假南凤善堂会议厅召开
常年会员大会，报告会务概况、财政损益及资产负债。
此启 主席：林细弟

总务：刘木盛 谨启
2019年11月20日

附启：凡会员地址或电话若有更改，请来函或拨电通知本堂秘处。
地址：No,475 Yishun Ring Road #01-01 Singapore 768678
电话：62570991 / Whatsapp :92353248 Email:namhongs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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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静雯　报道
limjw@sph.com.sg

　　尽管车商年底推出促销，整
体市场需求依旧疲弱，除了中小
型汽车组和公开组，其余拥车证
组别都下滑，大型及豪华车组成
价更跌破4万元。
　　本月第二轮拥车证公开投标
活动昨天结束，中小型汽车组
（A组）成价连续两期下滑后，
本轮止跌回升2000元（6.7％），

报3万2000元。
　　大型及豪华车组（B组）成
价则继续下滑309元（0.8％），
跌 破 4 万 元 水 平 ， 报 3 万 9 7 0 0
元 。 一 般 用 于 注 册 B 组 车 款 的
公开组（E组）成价回升788元
（2.0％），报4万零889元。

车商：下一轮拥车证成价 
料维持目前水平
　　货车和巴士组（C组）成价

下跌890元（3.5％），报2万4502
元 。 电 单 车 组 （ D 组 ） 成 价 继
上一轮上涨后，本轮下跌179元
（4.4％），报3921元。
　　受访车商对本轮拥车证成价
都不感到意外，并估计下一轮拥
车证成价会维持在目前水平。
　　新加坡车业公会副秘书长林
立华受访时指出，A组成价连续
两期下跌，加上车商在年底推出
清货促销活动，稍微带动市场买
气，导致本轮A组成价回升。
　　不过，他指出A组成价虽上
涨，但变动不大，3万2000元的价
位也不算太高。他说：“今年11
月至明年1月的拥车证配额没有
缩减很多，对拥车证成价影响不

大，所以主要原因还是整体的行
情不好。”
　　林立华也指出，国人下来会
趁学校假期出国旅游，所以下一
轮的A组成价预计波动不大。到
了1月，配合车展和农历新年，A
组成价到时应该会上涨。
　　本田代理商嘉摩哆总经理黄
成顺则认为，市场需求疲弱，A组
成价不应上涨多达2000元，因此相
信是私召车业者在竞标拥车证。
　　他说：“私召车业者之前都
在竞标B组，但由于B组成价较
高，他们可能为降低成本而转向
比较便宜的A组。现在市场很淡
静，估计只有私召车业者有能力
推动拥车证成价。”

　　沃尔沃（Volvo）汽车代理商
Wearnes Automotive董事经理孙光
英指出，车商在年底通过促销和
广告等刺激买气，显示市场已放
缓，因此本轮B组成价下滑是在
预料中。不过公开组成价上涨，

整体起到平衡作用。她也指出，
国人年底拿到花红后会考虑买
车，加上明年1月就是农历新年，
下来的销量会维持在目前水平。
她估计下一轮B组成价会保持平
稳。

11月第2次 11月第1次 差额
拥车证公开投标成价（元）

A 中小型汽车组
 （1600CC/ 130bhp或以下）

B 大型及豪华车组
 （1600CC/ 130bhp以上）

C 货车和巴士组

D 电单车组

E 公开组

2019年11月份（第2次）

32,000

39,700

24,502

3,921

40,889

30,000

40,009

25,392

4,100
40,101

+2,000

-309

-890

-179
+788
早报图表

何惜薇　报道
hosb@sph.com.sg

　　负责资本市场的新加坡金
融管理局助理局长李文业（57
岁），平日聚焦监管方面的工
作，虽对其他政府机构并不陌
生，却甚少有机会与这些机构的
主管交流，更别说是与退休高级
公务员或部长对话。
　 　 李 光 耀 公 共 政 策 学 院 公
共服务高级管理课程（Senior 
Fel lowship in Publ ic  Service 
Programme）则为他提供了这个
难得的机会。
　　李文业说：“当前公务员首
长林祥源等人与我们分享，同李
光耀和吴庆瑞这些开国元勋共事
的经历时，当中的真知灼见不
是我们从书本或资料中可以读
到的。我们未必能把这些知识都
应用在工作上，但前人如何克服
困难和挑战，都是我们学习的重
点。”
　　李文业是这个课程的首届学
员之一。共有36名来自16个国家
的资深决策者和行业领袖，参加
了这个探讨领导力与治理课题的
课程，他们今晚将出席结业晚
宴。
　　过去六周，他们与多名新加
坡资深公务员对话，探讨的课题

涵盖领导力与治理、国际安保、
国际经济和科技变化等。
　　李文业说，同学的提问和对
各自国家所面对的挑战的说明，
增加了他对不同国家局势的了
解，也再次提醒他不能把任何事
视为理所当然的。
　　他举例说，国人没把在樟宜
建造国际机场当一回事，同学却
认为耗费巨款建设这个坐标的决
定，需要由具远见与勇气的政治
领袖拍板，这让他对何谓领导力
有更深体会。
　　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静炜
（48岁）和沙特阿拉伯投资总局

投资发展副总裁里亚德·阿卜杜
（Riad Abdo，44岁）受访时都表
示，课程让他们获益不浅。
　　财政部常任秘书曾庆怡等几
位女性客座讲员令静炜印象深
刻，让她认识到女性可在决策上
带来独特视角。
　　里亚德·阿卜杜则说，课程
所提供的亚洲视角，加深他对中
国、亚洲和美国之间互动的了
解。
　　除了面向年轻决策者的公共
政策硕士课程，李光耀公共政策
学院此前也曾开办为期一年、面
向拥有一定资历决策者的公共管

理硕士课程。
　　公共服务高级管理课程主任
陈荣顺坦言，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逐渐面对收生不足的问题，因为
有一定资历的决策者在各自服务
的机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不容易要求他们拨出一年时间修
读课程。
　　学院在参考哈佛商学院等外
国学府的短期课程后，最终制定
为期六周的公共服务高级管理课
程。
　　陈荣顺曾为公共服务贡献37
年时光，退休前是国家气候变
化常任秘书。他告诉《联合早
报》，新课程面向“比总裁或常
任秘书低两三级，在机构里还有
不少发展空间者”。
　　越南最大民营企业、越捷
廉价航空公司股东之一SOVICO
控股集团副总裁范克勇（Pham 
Khac Dung，55岁）两年前曾修
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公共管理
硕士课程，这回选择回校上短期
课程是为充实自己。
　　他说：“新课程是硕士课程
的延续。我过去在硕士课程中学
了一些入门经济理论，新课程则
让我了解国际经济，还有安保、
科技和领导力，拓展我们的视
野。”

李文业（左起）、静炜、亚德·阿卜杜和范克勇来自世界不同角落，
他们都很重视课程中同学的经验分享。（何家俊摄）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公共服务高级管理课程
为学员提供与资深公务员对话机会

本月第二轮拥车证公开投标活动昨天结束，中小型汽车
组（A组）成价连续两期下滑后，本轮止跌回升2000
元，报3万2000元。大型及豪华车组（B组）成价则跌
破4万元水平，报3万9700元。　

新设企业培训委员会　助新能源集团员工提升技能

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穿红衣者）昨天到访新能源集团，见证公司成立企业培训委员会。（陈佩敏摄）

中小型车组和公开组回升

大型及豪华车组拥车证成价跌破4万

二度中风的画家
薛奇峰，博爱的
精神获哈莉玛总
统肯定。
（总统慈善挑战提供）

涉举行非法集会港人杨官华被遣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