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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通报白沙海滩有鳄鱼
公园局设告示牌吁公众警惕
蔡欣颖

报道

choyxy@sph.com.sg

白沙公园的海滩有鳄鱼出
没，国家公园局前天已在靠近水
域的地点放置警示牌，呼吁公众
多加留意。
有网民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载
两张照片，指白沙海滩出现鳄
鱼。
国家公园局答复《联合早
报》询问时证实本月接获两起通
报。第一起发生在本月1日，在白
沙公园内的淡滨尼河泥沼地带发
现鳄鱼踪迹，另一起则在本月5日
于公园内靠近海滩的水域。
国家公园局前天已在公园内
靠近水域的地点，放置警告牌和
提醒通知，呼吁公众多加注意。
公园局园林处高级署长谢
承然说，该鳄鱼属于河口鳄鱼
（Estuarine Crocodiles），经常出

没在柔佛海峡。
根据公园局网站，双溪布洛
湿地保留区和北部海岸也曾发现
河口鳄鱼。它们通常在红树林和
淡水环境觅食和休息。
谢承然说：“为了公园使用
者的安全，我们正观察鳄鱼在公
园出没的情况。”
住在巴西立一带的林纹卉
（19岁，学生）会到靠近海边的
公园地点跑步或骑脚踏车，每个
星期两三次，但从来没有看过鳄
鱼。她说：“我现在会更加留意
环境，因为害怕鳄鱼，我也会暂
时避开前去靠近海边的地方。”
国家环境局指出，若遇到鳄
鱼，公众应该保持冷静且慢慢后
退，不应该接近、刺激或给它喂
食。
公众若需要协助，可拨打国
家公园局热线1800-471-7300。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总务委员会主席白毅柏（左起）、副会长吴学光、现任会长黄山忠、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中华总商会前任会长蔡其生与副会
长何乃全在中华总商会主办的国庆晚宴上主持切蛋糕仪式。（陈福洲摄）

陈振声：

华商为国家发展贡献多
陈劲禾

国家公园局前天在白沙公园靠近水域的地点，放置留意鳄鱼的警示牌。
（陈斌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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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说，新加坡经济转型时，中华总
商会一直是 政 府的重 要 伙 伴，多年 来 与政 府 机 构合
作，为商家提供广泛支援，帮助他们转型。他们在制
定未来经济策略上积极做出贡献，不仅活跃于未来经
济委员会，在现有的未来经济理事会中，也会继续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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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昌隆 国泰民安
新加坡五金机械公会

Singapore Metal & Machinery Association
李金源
许连发BBM(L).JP

柯长源(镇安)
柯福隆BBM(L)

金安工程私营有限公司
联进热浸镀锌私人有限公司
环球钢铁私营有限公司
成春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联合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亚洲企业控股有限公司
隆发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安益有限公司
和隆集团有限公司
协联五金私营有限公司
新益五金私营有限公司
隆成(1975)私人有限公司成立于1933
新雅都国际有限公司
隆英私人有限公司
德福五金公司
欧麦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裕达五金机械(私营)有限公司
MME Enterprise Pte Ltd
再興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源平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华雷工业供应私人有限公司
永记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德发五金(私营)有限公司
泉福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民福机械工程私人有限公司
裕昌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侨益五金私营有限公司
陞和五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新协全五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原资源私人有限公司
仰泰五金机械公司
德隆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雄琳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驷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添益五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华源金属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ASAS Steel Pte Ltd
Pinnacle Hardware Pte Ltd
Paragon Engineering Pte Ltd
Showy Private Limited

刘国华PBM
陈笃汉

柯毓麟PBM
胡进胜PBM

合成发股份有限公司
联美金属(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JP Nelson Equipment Pte Ltd
福隆企业(私营)有限公司
Orient Material
友联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新丰发铝业私人有限公司
鸿福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新隆安五金供应商
和记五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南隆(私人)有限公司
泉成兴五金钢材私人有限公司
东源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联和五金私营有限公司
协盛五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丰行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金成发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飛黃騰達鋼鐵有限公司
順聯控股有限公司
翊晟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溢顺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永利发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联昌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义福五金公司
荣源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建昌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佳德五金贸易(私营)有限公司
星隆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顺洲集团
明钟金属私人有限公司
友利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顺发兴五金工业
福源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联洲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锦狮金属私人有限公司
庆源工程私人有限公司
Teck Leong Metals Pte Ltd
Regency Steel Asia Pte Ltd
N. P. King Pte Ltd
Hoe Leong Metal & Machinery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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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广安博士
柯建强

李文龙律师BBM.JP
王清火

李亚九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李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吴忠兴工程私人有限公司
新义发企业有限公司
华裕成国际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Super Galvanising Pte Ltd
民生机器私人有限公司
PS Fasteners Pte Ltd
泉隆金属私立有限公司
Stainless Structurals Asia Pte Ltd
金源五金有限公司
KTL Offshore Pte Ltd
中央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福源发私人有限公司
安发公司
启发贸易(私营)有限公司
德丰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顺福五金工业私营有限公司
Accord Corporation Pte Ltd
金源发五金私立有限公司
正福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道达私人有限公司
锦昌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陈永华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协德五金(1968私人)有限公司
建安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隆源五金公司
成美五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郑联和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达隆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德成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达荣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汎国五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成发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汎华钢铁私人有限公司
联安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Asiatic Fire System Pte Ltd
Seng Huat Metalplex Pte Ltd
Yong Metal Trading
Continental Engineering Enterprise Pte Ltd

新加坡面对国内外种种挑战
之际，本地华商为国家发展贡献
良多，并且会继续扮演重要角
色。
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昨日在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的国庆晚
宴上致词时发表以上讲话，肯定
本地华商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共
有约600人出席晚宴。
他指出，全球经济展望持续
存在不确定性，国际贸易面对保
护主义的威胁，同时，国内正在
推动经济转型，国人须掌握新技
能，走在科技发展的最前端。
“在面对这些改变之际，我
很自豪地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以及华商社群为国家发展做出了
许多贡献，并且会继续扮演重要
角色。”
陈振声说，新加坡经济转型
时，中华总商会一直是政府的重
要伙伴，多年来与政府机构合
作，为商家提供广泛支援，帮助
他们转型。
例如，总商会的中小企业中
心帮助中小企业善用政府援助计
划，中小企业资信资源中心则帮
助商家采用资讯通信技术。
陈振声也说，中华总商会在
制定未来经济策略上积极做出贡
献，不仅活跃于未来经济委员
会，在现有的未来经济理事会

中，也会继续贡献力量。
“我期待中华总商会与其他
商会发起企业版的‘技能创前程’
计划。我开玩笑把它称为‘企业创
前程’（EnterpriseFuture）。”
他指出，中华总商会可帮助
企业探索新市场，帮助新加坡扩
大本区域的市场覆盖范围。
例如，总商会与新加坡企业
发展局合作，在上海设立新加坡
企业中心，协助本地企业到中国
寻找商机。今年，总商会也在重
庆开设第二个海外办事处。
除了发挥经济作用，本地华
商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也扮演重要
角色。
陈振声说，华商领袖早期在
本地建立联系网，支援华人移
民，保障他们的权益与福利，并
且筹款建校，扶贫扶弱。
华商领袖也设立了许多慈善
信托与基金会，自建国初期至
今，李氏基金会、陈振传基金会
与连氏基金会等，都对新加坡做
出了显著的贡献。
“这对华人社群而言，是非
常宝贵的东西，显示做生意不是
最终目的。做得成功的生意向来
都是一个平台，用来为各阶层的
新加坡人创造机会，让新加坡人
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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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民安
品食餐饮私人有限公司
PIN SI KITCHEN PTE LTD

品食之家(Safra Yishun)

第一分店：

PIN SI RESTAURANT

尚厨(Safra Punggol)

第二分店：

PIN SI SUPERIOR

ONE THE FOOD PTE LTD (Halal)

附属公司：

同敬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