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公园局前
助 理 处 长 林 永 顺
（43岁）被控两项
罪名，第一项指他
在2012年7月18日
向国家发展部内部
审计小组和企业发
展署的三名官员谎
称不认识脚踏车供
应 商 林 俊 豪 （ 4 3
岁）。
　　第二项则指他涉
嫌在2012年6月至7
月间，教唆林俊豪向国家发展部内部审计
小组的两名官员谎称与他没私交。
　　林永顺不认罪，案经9天审讯，法官
判林永顺第一项罪名成立，第二项罪名不
成立，判他最高5000元的罚款。
　　不过控方今早入禀最高法院，提出刑
事参考（criminal reference）。
　　控方表示，类似国家公园局脚车案罪
行，涉及公共部门监管，应该以坐牢作为
基准。被告最终是否坐牢，则要以加重刑
罚以及求情因素来斟酌。
　　不过三司指出，“公共部门监管”定
义太广，是否拿多几只荧光笔，或没有关
水龙头，也要坐牢？
　　三司最后让控方回去修改问题，案件
择日在做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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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名设计师打造，耗资
1500万元兴建的新一代疗养
院“玉环院”，将一改过去疗

养院暮气沉沉的旧貌，为老人家创造
一个可以恢复自理能力的环境。
　　玉环院是连氏基金、救世军安乐
之家疗养院及Khoo Chwee Neo基金
合力兴建的一家新一代疗养院。
　　玉环院的护理服务采用全新概念，为老人
家创造一个可以恢复自理能力、自尊心和感觉
安宁的新环境。
　　为玉环院进行室内设计的，是荣获总统设
计奖-2014年最佳设计师大奖的郑　升，他曾
为章子怡、孙燕姿及郑惠玉做室内设计。他是
免费为玉环院进行设计工作。
　　玉环院将于2016年第二季落成，第三季
开始运作，其楼高四层，将成为目前位于樟宜
北路上段救世军安乐之家的延伸部分。
　　安乐之家执行主任刘美兰今早在记者会上
表示，护理人员将会到澳大利亚接受照顾失智
老人的专门训练。
　　玉环院有24间单人房，18间双人床，日
间护理服务可容纳30人。

　　到了2030年，患失智老人的数量预计将
比目前增加一倍，达到10万3000人。
　　政府计划把目前疗养院的床位，从一万零
652张，增加到2020年的1万7150张。

针对审计总长报告

刘程强今在国会交代

  称在酒店滑倒 索偿2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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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几乎‘封死’

疑26岁妻送绿帽
50岁夫棍打25岁‘情夫’

公园局脚车案

‘猪仔屋’频现 居民担忧

33口头询问
12书面询问

农历甲午年十二月廿四Thursday星期四12.02.201506 新闻

　　居民也透露，单位出租出去后，租户非常低
调，房间及客厅的窗口都几乎“封死”。
　　“之前的窗户是开放的，可以看到双层床架，
但后来加了木板、窗帘等，完全遮掩了起来。”
　　据记者观察，10楼的单位外摆着两个鞋架，并
放满了鞋子，而8楼单位则只有寥寥几双鞋。不过，
8楼单位却贴上警示标签，希望租户出入时轻轻关
门。
　　有居民透露，由于一些租户半夜回家时，大力
关门，因此导致邻居投诉，所以门上才会有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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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沄 摄影
　　德曼花园组屋频现“猪
仔屋”，两个不同楼层的单
位，架设床位，共出租给超
过40人，引起居民担忧。
　　本报读者爆料，指德曼
花园第52座组屋10楼的一
个单位，被人打造成“猪仔
屋”，出租给许多客工，以
赚取暴利。
　 　 据 了 解 ， 一 个 “ 猪 仔
屋 ” 的 三 间 房 加 上 客 厅 隔
间，至少摆放了三个双层床
架，让20多人租下床位。
　　记者走访时，单位的木
门上锁，而铁门则敞开着，
但敲门时却无人应门，屋内
也传出一阵阵酸臭味。
　　附近居民透露，单位原
属一户家庭住，两三年前搬
走后，开始入住许多华人租
户。
　　“二房东相信是一对
中国夫妻，向这个家庭租下
单位后，再转租出去给其他中国工人，男男女女都
有。”
　　居民也透露，夫妻相信也在8楼租下另一间五房
式单位，如出一辙地摆放双层床架，出租给许多房
客。“这一带靠近工业区，不少人铤而走险，违反
出租条例，或是一些二房东转租，以从中牟利。”
　　对此，记者也走访八楼单位，同样从附近居民
口中获悉，中国夫妻频频在8楼和10楼之间走动。
另外，记者上网查询得知两间“猪仔屋”的单位，
分别属于两个不同家庭的名下。不过，两个单位的
二房东相信是同一对夫妻。

　 　 针 对 “ 猪 仔
屋”成风，居民认
为，倘若租户不循
规蹈矩，或制造噪
音，或引起卫生问
题。
　　“曾经有租户丢出一些家具，上面竟有
臭虫滋生，让我感到非常担忧。另外，如果
他们不照顾环境清洁，居民也会投诉。”
　　居民也表示，一旦发生火患，狭窄的空
间或难以逃生，将酿成巨大伤亡。
　　“一个房间住6人，共同使用一个插
座，容易造成电线短路等问题，一不小心就
酿成惨剧。”
　　根据建屋局规定，四房式、五房式和
公寓式组屋最多可住9人，超过9人算是超
租。

　　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将在今天下午的国
会中，针对审计总长报告做出交代。
　　国会今天复会，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将
提出动议，呼吁通过强化法律框架，加强对
市镇理事会的监管。
　　审计总长本周一公布对阿裕尼—后港—
榜鹅东市镇会（Aljunied-Hougang-Punggol 
East Town Council，简称AHPETC）2012-
13财政年财务报告的审计结果，报告归纳出
该市镇会存在的五大疏失，重点反映这个由
工人党管理的市镇会，在内部会计程序的根
本缺陷，如严重的利益冲突问题，以及内部
管控措施薄弱和不足。
　　许文远将通过动议，呼吁所有市镇会在

会计、信息披露和机构监管方面维持高水
平，从而保障居民的利益。动议将对几个方
面提出关注，包括AHPETC在财务与会计系
统、文档的记录与保管方面的不足之处；市
镇会财务报告在准确度和可信度的不确定
性；市镇会没有公开关联交易和利益冲突等
相关信息方面的疏失，以及没有妥善管理和
使用公款造成的风险。
　　据《海峡时报》报道，工人党秘书长刘
程强昨晚在接见选民之前受访时说，他今天
将在国会上做出交代。他说：“我会在国会
上说我要说的话。”
　　数名人民行动党议员如颜添宝（白沙—
榜鹅集选区）、林伟杰医生（义顺集选区）

和普杰立医生
（白沙—榜鹅
集 选 区 ） 表
示，他们会等
到许文远部长
发 表 动 议 之
后，才视情况
决定是否要发
言。

　　两项与土地相关的修正法案，即国有土
地（修正）法案和土地征用（修正）法案，
将由律政部长尚穆根在国会提出一读。另
外，新拟的深层海底矿藏开采法案也将进行
二读。

　　此次国会开会，议员将
提出33道口头询问和12道书
面询问。
　　颜添宝将询问交通部长
吕德耀，陆路交通管理局为
什么不支持修改现有的拥车
证投标制度，以规定只开放
让买车者自己投标拥车证，
或规定成功投标者支付他们
开出的投标价，而不只是支
付最低成功标价。
　　不少议员也关注我国企
业至今如何应对经济转型。
西海岸集选区议员胡美霞将

询问贸工部长林勋强，政府
推出的生产力计划在鼓励公
司企业创新和研发方面，至
今取得多大的成效。

2组屋挤40租客

议员将提出

居民：

洋女被拍到
1天走7公里 

工人党秘书
长刘程强表示
今天下午将在
国会上做出交
代 。 （ 档 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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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势和痛苦　13万5500元
●事发至今的收入损失　约31万
6375英镑（约63万2750新元）
●未来收入损失　约117万1902英镑
（约342万3804新元）
●丈夫收入损失（丈夫去年9月停工
照顾她）　年薪6万4800英镑（约12
万9600新元）

 米基托
威 奇 要
酒 店 赔
偿2 4 0万
元。（档
案照）　

女车手要求的赔偿包括：

德
曼
花
园

玉环院明年落成 ▼耗资1500万元兴
建的新一代疗养院
“玉环院”。

▲玉环院有24间单人房。

李丽敏 报道
　　洋女车手在本地酒店滑倒跌
伤脚，需以轮椅代步，要求酒店
赔偿240万元，但酒店找私家侦
探跟踪她，拍到她一天走上七公
里，质疑她伤势的严重性。
　　事件发生在2011年5月7
日，地点是武吉知马巴慕乐弯的
贵宾酒店（VIP Hotel）。
　　英国籍起诉人米基托威奇
（52岁）受伤前是商人，经营
保健服务顾问公司，当时月入约
7030英镑（约1万4060新元），
她也是一名国际极限跑车手。
　　她误踩酒店大厅地上的一摊
水而摔跤，导致她左膝髌骨骨折
等，送院治疗，后来被诊断患
“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如今
需以轮椅代步，并且无业。
　　女车手起诉酒店疏忽，酒店
反指她自己粗心，双方前年8月
在高庭取得和解，同意各承担一
半的责任。
　　不过，双方无法就赔偿额达

成共识，只好交由法庭定夺。案
子昨天在高庭开审。
　　女车手针对伤势和痛苦、收
入损失和医药费等索赔，清单总
额约480万元，由酒店来承担一
半，即240万元，但辩方对部分
索赔项目有异议，也不同意一些
数目。
　　辩方律师盘问当年为女车手
看诊的骨科医生甘尼森时揭露，
酒店找私家侦探调查女车手，并
在2012年5月至去年2月间，六
次在本地对她进行监视。
　　私家侦探在2012年7月22日
拍到她走了三公里，一周后则拍
到她右手拿着拐杖在沙滩散步，
还搭自动人行道和爬楼梯，单单
那一天就走了超过七公里。
　　医院疼痛疗理诊所董事今早
供证时透露，女车手痛楚来自左
脚，但她曾透露可以回英国度
假，也能在公寓的健身院里，骑
50分钟脚车。
　　案子今天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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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少妻婚姻触礁，50岁夫疑26岁妻送
绿帽，约25岁“情夫”谈判时，竟用铁棍狠
打对方！
　　案件发生在去年9月18日凌晨约2时45
分，地点是欧南园惹兰固哥第10座组屋楼
下。
　　根据案情，被告李爱国（50岁，司机）
的妻子张仪（26岁）在酒廊工作时，认识了
25岁青年欧阳世豪。被告怀疑青年跟妻子有
染，因此致电约见青年，妻子也赴约。
　　两男“谈判”越吵越烈，被告动手推青
年，结果引发肢体冲突，双方互殴。青年跌
倒在草坪上，被告随手抓起一支生锈的铁
棍，挥打他的额头和右臂，并戳他腹部。
　　被告看见对方额头流血后，才停止攻
击，警方接获公众报案赶到现场，逮捕被
告。
　　青年则送院治疗，额头有两公分长的撕
裂伤，腹部也擦伤。他同一天出院，医生给
他四天病假。

　　被告求情时说，妻子因为这起案件要跟
他离婚，而他还有一名2岁的孩子，希望法
官轻判。
　　法官就这一项持可致命武器伤人罪，判
被告坐牢五个月。
　　不过，被告另面对六项控状，包括偷
窃、无牌开德士和酒后驾驶，因此共被判监
五个月又六周，罚款7200元，出狱后吊销各
级驾照五年。（人名译音）

▲房间摆放了3个双层床
架，足够6人入住。（读
者提供）
单位内有许多橱柜及
行李箱，相信频频会有
房客更换。
▼睡床旁出现了许多插
座，让人担心电线短
路。（读者提供）

一旦失火
恐酿大祸

▲国家公园局前助
理 处 长 林 永 顺 。
（档案照）

坐牢
五个月

　　声称经济拮据，需要赚钱养家，被告竟
冒险无牌开德士。
　　被告在2012年12月请求一名租车司机让
他开德士养家糊口，对方同意让他开晚班。
不过，被告当时原来没持有效的第三级驾
照，也没职业执照，触犯了公路交通法令。
　　另外，被告前年11月25日下午到碧山11
街一家按摩院，向38岁老板娘声称在等朋友
一起按摩，结果却趁对方为他倒水时，拿走
柜台上的手机离开。
　　被告以350元将手机卖给二手店，警方
调查时成功起获手机。
　　他也在去年1月11日于实龙岗路上段一
间酒廊，偷走35岁女歌星的手提包，内有
500元现金等财物，至今没作任何赔偿。

被告冒险无牌开德士

李耀文 报道leeyw@sph.com.sg
　　控方到最高法院提出刑事参考，指类似国家
公园局脚车案罪行，涉及公共部门监管，必须坐
牢，但三司认为“公共部门监管”定义太广，要
控方修改问题。

控方入禀提出刑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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