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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斯太平洋控股（Roxy-Pacific Holdings）

票
日股
每 焦点

郭倩婷

7永久地契地段
总发展价值达5亿

报道

kwokst@sph.com.sg
24小时热线电话／
传照片：92288736
本专栏每周一至五，
每天介绍至少两只值得关
注的股票，与读者一起
看股。（资料由证券行提
供。本栏意见，只供参
考。）

集团明年将推出7块属于发展住
宅用途的永久地契地段，估计总发展
价值（GDV）将达5亿元。
集团将在明年首季推出其中3块
地皮，正好迎合买家对住宅单位的需
求。
该集团是少数几个“容易被忽
略”的中型规模发展商之一，分析师

估时也把它考虑在内。
有计划的收购可推动盈
利增长；工业供应量方面的
风险渐散，也让信托的营运
前景更加稳定。信托每单位
派息（DPU）从2018至2019
财年的预估复合年均增长率

3450.66点

本地早盘
跌多升少

▼9.79点

昨天闭市报：3460.45点 早市最高：3461.21点
今早开市报：3459.65点 早市最低：3447.49点

认为，乐斯太平洋很有条件从国内房
地产市场的复苏获益。
另外，集团在澳洲/纽西兰收购4
个商业大楼，以及日本的一家酒店。
（星展集团研究）
目前股价：0.54元
目标价：0.69元
建议：买入

易商红木信托（ESR-REIT）

加权平均租期
延长至4.2年

海峡时报指数 （截至中午12时）

房地产与酒店发展
商乐斯太平洋控股在
日本京都府的精品酒
店Noku Roxy。（档
案照）

（CAGR）是5％。我们认为股
息率会增加到7.1％至7.5％，
因此评级从“持守”提高到
“买入”。（星展集团研究）
目前股价：0.555元
目标价：0.62元
建议：买入

知多一点

信托在发行1亿
5000万元的永久证券
（perpetual securities）
以及取得3500万元脱售
净款后，迅速把资金配
置到大士南巷拥有长期
主要租约的项目，成功
把信托的加权平均租期
从3.4年延长至4.2年。
信托还有另外7000
万元交款未使用，在评

名人语录

WB NEWS 晚报新闻

星期二

什么是加权平均租赁期?
（Weighted Average Lease Expiry）
是用来计算房产租赁到期的平均周
期，在房产投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信
息，因为它有助于预测各类型房产空出
来的时间，也是衡量商业地产当前与租
户签订租赁合同的长短。

市场普遍预计联储局在本周
召开的议息会议会宣布加息，美
国股市周一收涨，道指和标普
500指数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本
地早盘股市出现套利活动，整体
跌多升少，交易淡静。
美国隔夜股市道指涨
0.23％，标普500指数涨
0.32％，纳指涨0.51％。
马来亚银行金英证券交易部
副总裁沈来银受访时说，本地股
市在上周五和昨天总共上涨72
点，今早出现套利活动。
“海峡时报指数昨天一度
创两年半新高，报3463点，以
3460点收市。油价上涨，报每桶
57.98美元，带动海事股和能源
股，有助缩小海峡时报指数的跌
幅。”
油价之所以上涨是由于北海
油田暂时关闭，进行维修。
沈来银表示，市场人士的注

意力都集中在美国联储局今晚召
开有关利率的会议；大家也在关
注美国的税收改革究竟是在2018
年或2019年实施，因为结果都会
影响股市的走势。
早盘股市的领涨股包括创业
公司、香格里拉（Shangri-La
HKD）和吉宝企业等。
主要下跌股是怡和合发、香
港置地（HongkongLand USD）
和星展集团等。
股市主要消息，联合早报
网报道，吉宝企业（Keppel
Corp）旗下吉宝岸外与海事
（Keppel O&M），再次取得
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和
S O FE C公 司 的 合 同 ， 总 值 1亿
3000万元。中午截稿时，吉宝企
业股价起0.14元或1.852％，报
7.70元。
GSS能源要求暂停交易，等
待宣布。

“谁能够吸引人才，给人才机会，这样的企业在下一波景气循环后，就是下一个赢家。”——台湾鸿海董事长、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

参加‘健得力’计划

每周2次去健身
97岁阿嫲走路自如
李熙爱

报道

参加“健得力”计
划的年长者，每周
做两次运动，每次
30分钟。

leeheeai@sph.com.sg

严宣融

摄影

专家：

新组屋料抢手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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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200长者体力改善

国防部首邀白帽黑客
攻击电脑网络系统

国防部副常任秘书（科技）许智贤
今天上午到设在史达蒙军营的网络
防卫测试中心参观。（梁麒麟摄）

魏瑜嶙

比照公司过去的收费，每个漏洞的奖赏介于
150元至两万元，总奖赏金额取决于寻获漏洞的
多寡、复杂程度和关键性。国防部说，估计这笔
费用低于雇用商业网络安全评估团队的金额，这
类服务收费可达百万元。
许智贤说：“这是国防部首次推出如此大胆
的计划……授权参与计划的白帽黑客，‘入侵’
国防部各大与网络连接的系统找出漏洞。他们每
找到一个独特的程式错误，就能获得奖赏。”
他也指出，网络世界瞬息万变，维护网络系
统的难度在于黑客只需要抓到一个漏洞就算成
功，而防守的一方却得做到滴水不漏。
今年2月，国防部电脑系统曾遭入侵，约850
名服役人员、战备军人和全职员工的基本个人资
料被盗取。

建屋局推出

榜鹅苏芒径
EC地段招标
建屋与发展局今天在下半
年政府售地计划下，推出榜鹅
苏芒径（Sumang Walk）的
一幅执行共管公寓地段，供发
展商竞标。
这幅属于99年地契的地
段，可建造约820个单位。
地段面积2万7056平方米
（29万1235平方英尺），最
高总楼面面积是8万1169平方
米（87万3703平方英尺）。
这幅地段跟市区重建
局早前推出的位于忠国路
（Chong Kuo Road）与汉地
路（Handy Road）的两幅地
段的招标截止日期都在同一
天。
招标活动将在明年1月30
日中午截止。

新加坡最古老的其中
一个住宅区达哥打弯将重
新发展，建造新组屋，但
是庭院周围的一组建筑与
标志性的鸽子游乐场将获
保留。专家表示，达哥打
弯新组屋料抢手。
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
昨日在面簿贴文写道：
“我们就这个住宅区探讨
各种可能性，决定把它重
新发展为公共住宅区。这
将提供更多靠近市区的公
共住宅选项，让新一代新
加坡人建立他们在这个地
方的回忆。”
黄循财说，政府将保
留达哥打弯庭院周围的一
组建筑以及具有标志意义
的鸽子游乐场，改作民众
与社区用途。
达哥打弯在蒙巴登区
内，这一区的议员林谋泉
去年在国会呼吁政府考虑
对达哥打弯重新发展，以
保留本地文化遗产与历
史。

他受访时说，达哥打
弯附近有两个私宅项目，
他原本担心这块地也会卖
给私宅发展商，所幸并非
如此。
达哥打弯与两个私
宅项目达高轩（Dakota
Residences）和丽水湾
（Waterbank at Dakota）
都是沿着芽笼河畔而建。
林谋泉说：“如果这
块地也卖给私宅发展商，
公众就没有机会到河边看

风景了。”
除了鸽子游乐场，市
建局也将保留六栋建筑：
一栋两层楼组屋、一栋三
层楼组屋、两栋弯曲的
“蝴蝶型”组屋，以及两
栋直型的七层楼组屋。
针对本地住宅老区达
哥打弯将重新发展，建设
新政府组屋，分析师说，
这个地点靠近市区，四通
八达，新组屋料会“相当
抢手”。

居民：保留鸽子游乐场

孩子可与后代说故事
李嘉玲（33岁，
行政执行员）在达哥
打一带长大，婚后便
搬到达哥打弯，一住
就是14年，直到去年
才搬到加西雅弯。
她受访时说，鸽
子游乐场不仅是她求
学时期玩乐的园地，
也是后来儿子玩乐的
地方，很欣慰游乐场

得以保留。
“把游乐场保留
下来和单单看照片不
同，我们还可以带孩
子去玩。以后，孩子
可以带他们的孩子去
玩，跟他们的孩子说
那曾经是阿嫲玩乐的
地方，会有许多故事
可以讲。”

理工院和工艺院
明年新生学费升
邓华贵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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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学费从明
年新学年起调高，使公民与非公民学生
的学费差距进一步扩大。
明年起，新加坡公民的全年理工院
学费调高100元，工教院的国家工教局
证书课程学费调高10元，高级国家工
教局证书课程的学费则维持不变。永久
居民学生的理工院和工教院学费涨幅为
200元和150元，国际学生则分别面对
400元和450元涨幅。
理工院和工教院自2014年起采取固
定收费制，每年按照入学时支付的学费
来计算，因此，受调整影响的是明年1
月和4月入学的新生。
明年进入理工院修读专业文凭课程
的公民，每年学费是2800元，永久居民
的学费为5600元，国际学生学费则涨

400元，达1万元，首次突破四位数。
国家工教局证书课程（Nitec）的公
民学费上调10元至295元；永久居民和
国际学生的学费则分别调高150元和450
元，分别为2475元和6675元。与此同
时，无论是公民或非公民学生的高级国
家工教局证书课程学费，都维持不变。
教育部发言人表示，尽管学费上
调，本地学生的理工院和工教院学费依
然获得多达85％和90％的政府津贴。
发言人也说，政府在2017学年降低
申请助学金门槛，将申请者的每月家庭
人均收入顶限从1900元提高至2250元，
让更多学生可符合申请资格。依据家庭
收入，理工院和工教院学生每年可获得
多达2350元和1400元的政府助学金。
本地五所理工院和工教院也发表联
合声明说，目前有许多经济援助计划，
确保不会有学生因为经济困难，无法接
受理工院或工教院教育。发言人也指
出，政府
和往年一
样，将继
永久居民
国际学生
续承担公
民和永久
5600元
1万元
居民学生
3880元
1万零180元
学费的消
2475元
6675元
费税。

理工院和工教院2018年学费
学府课程
理工院专业文凭课程
工教院Higher Nitec课程
工教院Nitec课程
资料来源／各学府网站

新加坡公民
2800元
295元
185元

学费差距扩
大
公民与非公
民

连氏基金今年针对约400名体弱年长者进行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年长者
参加“健得力”计划后，体能显著改善。
这意味，他们走路更快、走路时也较不喘、体力也更强。
其中，在完成12周的“健得力”计划后，原本体弱的乐龄关怀中心年长
者，超过一半（55%）体力改
善，其中3%甚至变得健壮。
住疗养院的体弱年长者，
约四成（41%）体力也有所改
善。
大致上，参与年长者的肌
肉能量（muscle strength）
也显著增加15至20%，意味
他们的行动能力加强，能更好
进行日常活动。
健得力之前已在10多家
疗养院和乐龄中心推行，目前
有约2000名年长者受益。连
97岁的阿嫲刘顺仙参加“健得力”计划后，现在
氏基金目前已为健得力计划注
能自如地使用健身器材，连衣服都变松了。
资共352万元。

报道 elynh@sph.com.sg
国防部多个电脑系统明年将被黑客“入
侵”！为了测试系统是否有漏洞，当局首次邀请
来自全球的白帽黑客攻击国防部的电脑网络系
统。
国防部副常任秘书（科技）兼国防网络
署署长许智贤，今天上午到设在史达蒙军营
的网络防卫测试中心（Cyber Defence Test
and Evaluation Centre，简称CyTEC）参观
时，公布这项漏洞悬赏计划（Bug Bounty
Programme）。
白帽黑客指的是那些利用自身黑客技术，来
测试网络及系统性能的一群善意黑客。
受雇的漏洞众测公司HackerOne会在明年1
月15日至2月4日这三个星期间，攻击国防部八个
连接网络的电脑系统，包括国防部网站、国民服
役网站，以及国防部和新加坡武装部队人员的公
共电邮服务。
除了HackerOne以外，国防部也将邀请本地
的白帽黑客参与计划，黑客人数共约300人。总
部设在美国的HackerOne过去曾为美国国防部、
晶片厂商英特尔（Intel）和媒体社交平台推特等
推行类似计划。

达哥打弯重建新屋
陈劲禾

调查：

跌倒后原本出不了门，97岁阿嫲每周两
次使用为年长者量身定做的健身器材，如今
走路自如，还能自己走到咖啡店找朋友。
去年11月，高龄97岁的阿嫲刘顺仙在
家走动时，突然脚软，整个人跌倒在地。过
后，她走起路来又酸又痛，干脆躲在家不出
门。
在朋友介绍下，她加入健得力计划，每
周两次到大巴窑关怀乐龄活动中心，使用专
为年长者设计的“健得力”（Gym Tonic）
健身器材。
她说：“使用起来其实不会累，但使用
后我睡得更好，以前穿得很紧的衣服都变松
了。”
如今，她走路更快，连续走两座组屋都
不需要坐下休息。她还恢复到咖啡店找朋友
的习惯，而且时间缩短一半，只需10分钟。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前年推出“健得力”
（Gym Tonic）计划，通过先进的健身器材
和检测系统，为年长者量身制定运动疗程，
达到复健和增强体能的效果。
健得力共有六种仪器，全用气压来调整
负荷量。参与者每周两次会进行每次30分钟
的健得力，共24次。
计划原本在本地家疗养院、日间看护中
心和乐龄活动中心实行，但由于效果显著，
基金也开放给乐龄公众，把计划扩展至多八
个地方，让社区中的年长者也能受益。这八
个地方分布在大巴窑、淡滨尼、碧山等。到
了2019年，计划预计扩展至超过32个地方，
帮助4500名年长者。
为鼓励年长者使用，连氏基金从即日起
至明年2月14日，将让300名65岁以上的年长
者免费试用。
连氏基金总裁李宝华表示：“提早对抗
年长者身体变弱，对面对老龄化人口挑战的
新加坡至关重要……健得力证明体力训练能
阻止体力衰退，若即时介入，可以减少年长
者所失去的身体功能，并减轻对长期护理资
源的依赖。”

坐落在达哥打弯的鸽子游乐场具标志意义，将获当局保留。（陈来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