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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顺组屋惨剧 

4岁男童 9楼坠死

  善终指数排行榜出炉

何谓TPP？

TPP谈成对我国有何意义？

间接利益较多

余思远　报道
　　涉及名人嫖雏妓案的51名被告，案件全了
结，最后一人昨天被判无罪释放，是唯一未经
审讯获判无罪的被告。
　　这起牵涉名校前校长、教师和名门之后的
网上买春嫖雏妓案在本地轰动一时，共有51人
先后被控嫖雏妓。这起案件耗时三年半，昨天
终在最后一名被告获无罪释放后落幕。
　　本案最后一名被告游文烈（37岁，译音）
是首批在2012年4月16日被控的44名被告之
一，他原本被指在2010年10月27日以500元向
一名未满18岁的雏妓买春，但控方昨天向法官
申请撤销这些控状，法官批准申请。
　　游文烈成了唯一一名未经审讯便获无罪释
放的被告。他昨天穿着黑色西装出庭，并在案
件了结后通过代表律师告诉记者，非常高兴事
情终于结束了。总检察署发言人受询时只透
露，总检察署是在仔细考虑了案情后决定撤销
控状，未进一步说明原因或更多细节。

　　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制局（ACRA）的记
录显示，游文烈目前是一家经营生活网站的公
司总经理。
　　据报道，涉案的51名被告中，包括游文烈
在内只有三人得以脱身，其他两人中，一名是
在审讯后洗脱罪名，另一人是在审讯期间获判
无罪。
　　被治罪的48人当中，除了一人因案发时只
有20岁而判缓刑监视，以及一名患上严重心脏
疾病，求情理由特殊而判罚款，其他46人都逃
不过牢狱之灾。
　　被判监的被告最短坐牢四个星期，最长六
个月，但一般的刑期介于九周至12周。
　　据报道，涉案被告多是在浏览了陪游网站
后，发手机短信联络龟公陈文涛（42岁），通
过他预约17岁雏妓提供的性服务，之后再按约
定到酒店完成交易。陈文涛认罪后于2013年1
月被重判坐牢58个月和罚款九万元，之后就刑
罚上诉高庭但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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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环太平洋国家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达成协议，经济师指我国向来积极签署双边
自由贸易协议，因此从TPP中获得的间接好处将比直
接利益多。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T r a n s - P a c i f i c 
Partnership，简称TPP）12个成员国的谈判代表，周
一在美国亚特兰大达成历史性协议。
　　TPP若顺利获得各成员国的国会核准，亚太区将
创建一个覆盖全球经济40％的最大自由贸易区。
　　联昌国际（CIMB）私人银行经济师宋生文指出，
TPP对我国的意义不在于能够与其他11国进行自由贸
易，因为实际上，我国与其中九个成员国早已签署自
贸协定。
　　“新加坡向来主动，积极与其他国家签署双边
自由贸易协定，而不是等到TPP这个大型协定出现才
有行动。这也意味着TPP达成协议，对新加坡企业的
直接好处并没有太大，因为许多既定条件早就存在
了。”
　　“但就区域来说，亚细安国家中的越南或能在布
业等的出口上进军更多大型市场，文莱也能吸引更多
投资，进一步推动他们减少对石油业的依赖，而这些
区域经济体若蓬勃发展，新加坡就能从中获得间接的
好处，如从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从中受益，因此整体而
言对新加坡仍是有利的。”
须由12国国会核定 最快需一两年
　　经济师提醒，TPP必须由12国的国会核定，最快
也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华侨银行经济师林秀心指出，大致而言，一些受
较大限制的领域，如制药业，若有较大的出口空间，
将对贸易增长有利。但她提醒，TPP仍得待12国的个
别国会核准，因此不会这么快看到成效，但从中长来
看仍是正面的发展。
　　宋生文也指出，目前最大的障碍仍是个别国会的
核准，虽已达成协定，但不是一朝一夕就带来好处
的，他预计至少会需要一两年时间，TPP才能在各成
员国顺利通过。

　　TPP由我国、新西兰、智利及文
莱四国于2006年发起，随后美国、
加拿大、墨西哥、日本、越南、澳
大利亚、秘鲁与马来西亚也表达意
向，总计12国参与2008年就启动的
谈判。
　　12国代表此次从上周三开始举
行会议，一再延长会谈时间，终于
达成协议。
　　TPP涵盖传统的货物贸易及21世
纪知识产权贸易。12国同意进行自
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
泛领域统一规范。

　　我国若能因TPP获得更多投资，将对中
小型企业有利。
　　新加坡中小型企业公会会长王崇健指
出，我国本来就存在优势，包括具吸引力
的税务政策，因此或能吸引TPP成员国通过
新加坡做生意。
　　王崇健也认为，TPP强调知识产权等项
目，能让企业更加安心扩展业务，也能进
一步推动我国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角色。
　　“近来经济前景也不那么乐观，缺乏
动力，TPP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推动力。”
　　王崇健指出，我国市场有限，中小型
企业本来就应该积极往外发展，而现在TPP
能确保经商环境更加公平，能给予企业更
大的动力。

　　贸工部指出，TPP达成协议，将为我国企业提供更
多的发展机会。
　　贸工部发表声明说：“TPP是个高标准和详尽的区
域自贸协定，将推动TPP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流
动，也有助于区域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体化的制造基地
和市场。我国和其他11个成员国之间的市场准入改善
将对新加坡企业有利。”
　　贸工部说，TPP将设立新贸易条规，确保新加坡
投资者和贸易商在更开放、可预判和透明的环境中经
营，并推广公平竞争和良好的企业治理，鼓励创新，
推动数码经济的增长，允许新加坡企业在区域更有信
心地经营业务。
　　贸工部长（贸易）林勋强说：“TPP将显著降低产
品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鼓励投资，应对新的
贸易挑战。TPP也更具包容性，使中小企业能充分享有
其益处。”

　　李显龙总理说，达成TPP后，国人能
享有更繁荣的发展和更多工作机会。
　　李总理在面簿留言说，TPP是个有企
图心的自由贸易协议，涵盖亚太区12大经
济体。
　　“我们的出口商将能更容易进入这些
国家的市场，投资者也能期待更开放和公
平的环境。协议能为12国的中小型企业制
造更多机会，让他们更容易经商。长远来
看，我国人民将能享有更繁荣的发展和更
多工作。”
　　李总理对美国主导谈判表示感激，也
感谢各TPP伙伴的努力完成这次谈判，并
希望各国能快速通过这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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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更多工作

李毅思报道     曾宪隆摄影
　　警方昨晚扫荡芽笼非法“四五六”摇骰
子赌档，逮捕4名青年。
　　这起事件发生在昨晚8时许，地点是芽
笼16巷咖啡店后巷。本报热心读者卢先生
（60岁）表示，注意到昨晚有五六名非制服
警员突击赌档，警员前后包抄把4名年约20
多岁的华族青年逮捕。
　　据卢先生了解，青年在后巷经营非法
“四五六”（si-gor-lak）摇骰子赌档已有
4个月，每天让赌客从晚上7时许，一直赌博
到隔天凌晨4时。“警员也带走青年用来给
赌客下注的木板，更将4人上拷带走。”

　　记者昨晚11时许经过时发现，咖啡店后
巷仍坐着2桌人，但没有发现他们在赌博。
　　本报7月报道，同一地点两个多月前也
有10人因聚赌活动与警方起冲突被逮捕，过
后被控上法庭。
　　警方发言人表示，昨晚8时36分进行例
常取缔行动时，在芽笼16巷和18巷间逮捕4
名年龄介于19岁至54岁的华族男子。调查仍
在进行中。
　　据悉，其中30岁和54岁男子是触犯公共
赌馆法令（Common Gaming House Act）
被捕。另外19岁和27岁的男子则是因触犯滥
用毒品法令被捕。

李
总
理
：

警扫荡芽笼摇骰子赌档

▲李显龙总理在面簿上载12国代表宣布TPP协议的照
片。总理说，林勋强部长因为新内阁宣布就职仪式而
无法前往，新加坡由贸工部副常任秘书李沃文（右
二）代表。（贸工部）

4青年被捕

　　李宝华建议，三管齐下继续提升我国临终慈
怀护理的水平，并加强宣导。
　　连氏基金总裁李宝华今早在2015年善终指数
的发布会上表示，希望推动一项提议，让本地照
顾重病病患的医疗专才都强制性接受临终慈怀护
理的相关训练。另外，他也希望从政策上着手，
建议在本地的机制内纳入临终慈怀护理的环节，
并奖励亲临终慈怀护理的作业方式。
　　他也希望能够加强宣导，启动更多关于临终
的对话。李宝华认为辅助自杀（assisted suicide) 
及安乐死在现阶段并非一种解决方法，而降低对
这两个方法需求的应对之道，就是提供高素质的
临终慈怀护理。

宋慧纯 报道Hcsong@sph.com.sg

陈佩敏 摄影
　　在新出炉的善终指数排行榜中，我国
位居亚太区第四名，我国在临终慈怀护理
方面表现最强的是质量及可负担性，但在
向社区宣导方面的表现仍有待加强。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今天发布
2015年度善终指数排行榜。指数由新加坡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Lien Foundation) 委
托进行，以广泛的研究和面向全球120多
名临终慈怀护理（palliative care) 专家的
访谈为主。
　　报告为80个国家进行排名，代表了全
球成人人口的85％（91％为65岁以上的人
口）。
　　调查显示，英国在提供临终慈怀护理
方面领先全球。而在对临终慈怀护理的需
求和提供这类服务方面，中国属于“供/
需”缺口最严重的国家。
　　我国在善终指数排行榜上位居亚太区
第四，仅次于澳洲、新西兰及台湾，在全
世界排名第12。
　　资料也显示，我国虽在临终慈怀护理
的素质及可负担性上表现最好，但在社区
推动及宣传上，仍有待加强。
　　我国在2012年的死亡人数为1万8481
人，去年增至1万9393人。临终慈怀护理
的需求料将从2013年的每年5000至6000
人，增加至2020年的每年超过1万人。
　　目前，本地有51名注册的临终慈怀护
理专家，占总医生比重的0.4％，而目前特
别临终慈怀护理训练的医生有12名。　

77％人希望在家往生
　　调查显示，有77％人希望能在家中往生，
但资料显示去年有60.6％的死亡在医院发生。
　　新加坡慈怀理事会主席李安琪医生指出，
调查显示有77％受访者希望在家中往生。但
资料显示，本地去年有60.6％的死亡发生在医
院，12.5％发生在疗养院、公共及慈善机构等
地方，26.7％发生在家中，3.3％发生在其他地
方。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每年有2000万人
需要临终慈怀护理方面的协助，若考虑到人生
存活最后一年需要的临终慈怀护理，则有4000
万人需要临终慈怀护理的相关协助。

我国位居亚太区第4

51人被控 耗时3年半终了结 

最后一名被告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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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氏基金总裁李宝华：

三管齐下提升护理水平

　　今早出席
“2015年善终
指数”发布会
的包括左起，
经济学人智库
执行编辑大卫
莱依（David 
Line), 吴冯瑶
珍副教授、连
氏基金总裁李
宝华、  新加
坡慈怀理事会
主席李安琪医
生 及 经 济 学
人 智 库 亚 太
区 分 析 师 特
里莎（Trisha 
Suresh)。

黄康玮报道     陈佩敏摄影
　　义顺组屋今早发生惨案，4岁马
来男童不知何故从9楼住家飞坠身
亡。
　　这起惨案发生在今早8时34分，
地点是义顺环路第165座组屋。
　　据悉，男童倒卧在组屋底层靠
近有盖走廊处。
　 　 记 者 走 访 现 场 ， 一 名 邻 居 透
露，男童一家6口刚在上个月搬入组
屋单位。
　　单位内住着父母和4名年幼的孩
子，相信事发时只有男童在家。
　　邻居补充，今早8时30分从学校

回家时看到警察和救护车，之前听
见有尖叫声。
　　民防部队受询时表示，派遣一
辆消防电单车和一辆救护车到场，
一名年约4岁的马来男童当场宣告不
治。
　　警方受询时表示，今早8时33分
接到通报，一名4岁男童被发现一动
也不动倒卧在该组屋楼下，救护人
员当场宣告不治。　
　　警方正在调查这起非自然死亡
性质的案件。
　　

　　据邻居观察，男童侧躺在身体右
侧，倒在血泊中。
　　男童当时身穿睡衣，相信刚睡醒
寻找家人，岂料却酿惨案。
　　另一名邻居表示，今早原本要到
忠邦巴刹，看见消防电单车先到，救
护人员尝试为男童做心肺复苏术。
　　据了解，几分钟后救护车就抵达

现场，也有救护人员敲打事发单位大
门，但无人应门。
　　邻居透露，她朋友的儿子与死者
修读小学四年级的哥哥是同班同学，
因此女佣与朋友立刻致电给学校教师
通知噩耗，再辗转找到死者家人。
　　据观察窗户没安装铁花，相信男
童从窗户坠下。

4岁男童的家人一脸哀痛，不愿受
访。

男童身穿睡衣 相信刚睡醒

▲仵作到场，将男童运上黑车载走。（《新
报》照片）
　　

▲案发单位的卧房没装上铁
花。（《新报》照片）

Source: Shin Min Daily News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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