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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滨尼组屋一名一楼住户在
自家门前梯级筑起约一米高鱼缸
养鲤鱼，去年一度引发网民关注
这是否符合条规。建屋发展局昨
天指出，基于安全考量，该局无
法接受这名屋主要在公共空间保
留鱼缸的要求。
　　但考虑到屋主有意为保留鱼
缸向当局提出上诉，淡滨尼市镇
理事会透露，目前没有马上为拆
除鱼缸设下任何期限。
　　Aqua Lush面簿页面自去年8
月7日上载视频，显示淡滨尼41街
一个组屋单位在住家门前装了个
大鱼缸后，不少网民和居民称赞
鱼缸主人发挥巧思美化环境。视
频截至昨天下午2时许，已累积约
33万9000次点击观赏。
　　对于上述鱼缸装置是否违
例，建屋局昨天回复《联合早
报》询问时透露，就上述鱼缸情
况来看，屋主基本上是将住家门
前的阶梯改造成鲤鱼缸，而这样
的做法造成好几个安全隐患。
　　玻璃制成的鱼缸可能会在受

到撞击时破碎，孩子们也可能在
没人监督的情况下爬入或跌入没
盖的鱼缸。此外，将电源插座和
电缆装置在公共走廊暴露在外，
可能会受外在天气因素影响。这
些情况都会构成可能造成伤亡的
风险。
　　据建屋局了解，淡滨尼市镇
会已将上述考量告知屋主，并劝
请他把鱼缸拆除。
　　针对上述事件，淡滨尼市镇
会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透
露，市镇会已通知屋主建屋局对
此事的关注及无法批准他保留鱼
缸的要求。
　　淡滨尼市镇会透露，这名屋
主已表明有意就建屋局不接受他
保留鱼缸一事提出上诉，而市镇
会目前正在为屋主提出上诉一事
提供协助。
　　《联合早报》记者昨天傍晚
四五时走访上述单位，发现鱼
缸仍在屋主家门口，屋主则不在
家。到了昨晚9时20分，记者再
度造访时，男屋主仅表示事已至
此，已造成了一些不便，不愿就
有意上诉一事发表看法。
　　建屋局也指出，由于居民都

住得十分靠近彼此，组屋区公共
空间的使用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复
杂。
　　由于使用公共空间的个别情
况可能不同，建屋局会给予市
镇会灵活性去管理这些空间的使
用，但市镇会必须是在安全不受

影响的基本原则下去管理这些空
间的使用。

邻居表示惋惜
　　住在上述单位附近的陈如福
（50岁，德士司机）受访时说，
他上个月遇到屋主时，屋主还透

露并没收到通知，因此屋主认为
保留鱼缸应该不成问题。
　　对于建屋局不接受屋主保留
鱼缸的请求，陈如福感到很遗
憾。他说：“这个鱼缸也没有挡
路。我晚上跑步路过时，都看到
屋主勤劳地清洗鱼缸。我希望鱼

缸不要被拆掉。”
　　住在上述单位楼上的诺丽德
（34岁，接待员）则说，她最小
的儿子每次经过时总喜欢看鱼缸
里的鱼儿游来游去。“鱼缸如果
拆掉，孩子以后就无法看到漂亮
的鱼儿了，有点可惜。”

余忠达　报道
benzdoer@sph.com.sg

　　理工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自
前年下滑后，去年有所好转，学
生在毕业半年后找到工作的比率
达89.5％，比2017年高2.2个百分
点，毕业生的月薪中位数也增至
2350元。
　　本地五所理工学院昨天公
布去年所展开的联合就业调查
（Graduate Employment Survey），
调查结果显示，去年89.5%的理
工学院学生在毕业半年后找到
工 作 ， 比 前 年 的 8 7 . 3 % 高 ， 比
起2016年的91.9%则稍低。理工
院毕业生去年的全职就业率达
59％，同样高于前年的55.8％。
　 　 从 事 自 由 工 作 的 比 率 达
4.1％，与前年的4.2%相似，打兼
职工的毕业生则占26.4％，稍低
于前年的27.3%。另外，毕业生
的月薪中位数也从前年的2235元
增加到去年的2350元。
　　其中，卫生科学课程毕业
生的月薪中位数居首，高达2523

元，其次是工程课程毕业生，他
们的月薪中位数达2400元，再者
是资讯与数码科技课程的毕业
生，月薪中位数为2390元。
　　2018年就业调查委员会发言
人在文告里指出，近年来理工学

院毕业生更能接受临时工作、打
兼职工，或从事自由工作，不少
在就业时都正在准备升学。这意
味着有更多理工院毕业生有升学
意愿，也反映他们对于就业的要
求正在改变。

　　发言人也指出，根据以往的
趋势，大部分在打兼职工的毕业
生会逐渐从事全职行业。“数据
也显示，理工院毕业生享有良好
的工资增长，整体就业率也保持
在高水平。”
　　考获网络安全与数码取证专
业文凭的南洋理工学院毕业生刘
泳欐（21岁）去年5月毕业后就投
寄了两份工作申请，同年8月顺
利获得安信资讯安全（Ensign Info 
Security）的安全分析师（security
analyst）录取通知。
　　刘泳欐说：“最初会对网络
安全产生兴趣是因为中学时看到
广告，广告内容阐述该领域缺乏
人才……我思考过，大家的生活
中几乎都不能没有互联网。所
以，选择这个专业也是因为实际
就业考量。”
　　求职过程相当顺利的刘泳
欐，希望在职场工作一两年以累
积实际经验，之后再考取相关专
业的大学文凭，再回来为该领域
贡献。

丹星：工人党中期目标
竞选与夺下国会三分一议席

月13日前若未遵守条例
营业执照将暂被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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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把竞
逐和夺下国会三分之一议席定
为中期目标，他认为这是在前
秘书长刘程强建立的理性与负
责 任 政 治 基 础 上 更 进 一 步 发
展。
　　毕丹星在上周日（13日）
举行的“一个工人党”（One 
WP）党员论坛上提出上述目
标 ， 这 也 是 他 当 选 秘 书 长 之
后，首次以工人党最高领导人
身份向党员发表讲话。
　　毕丹星说，随着自己这些
年对新加坡政治更深入了解，
他坚信我国应该追求真正多元
的 议 会 ， 不 论 是 哪 个 政 党 执
政，都应该有至少三分之一的
议席属于在野党。工人党是目
前国会中唯一的反对党。
　　“我们希望达到的政治结
果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对人
民的脉动和福利保持敏感，而
且允许任何执政党在不陷入僵

局的情况下治理国家，以及推
行许多人渴望的政治开放。”
　　毕丹星指出，这将催生一
种不同类型的政治，使新加坡
变得充满关怀，对未来充满信
心，而不是在政治或者公民社
会中，接二连三地对反对者提
出诽谤诉讼。
　　至于他为什么给工人党定
下国会三分之一议席的目标，
毕丹星说这个目标参考了工人
党过去招揽合格和有才干候选
人的经验，“对像我们这样的
小政党来说，已经是很高的标
准。”

他也提醒在场的党员，如
果工人党不能在小贩中心和咖
啡店跟民众像朋友一样交谈，
就无法体察民意，更不可能抱
着坚定的信念和奉献精神为新
加坡服务。他警告说：“若我们
找不到愿意致力于改善国人生
活的候选人，或者这些人是怀
着个人目的进入政界，那还不如
不要派人竞选。”

基于安全考量

屋主保留门前鱼缸要求不被建屋局接受
建屋局表示，将住家门前的阶梯改造成玻璃的鱼缸可能
会在受到撞击时破碎，孩子们也可能在没人监督的情况
下爬入或跌入没盖的鱼缸。此外，将电源插座和电缆装
置在公共走廊暴露在外，可能会受外在天气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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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与捷克的大学同意加
深合作，通过联合研究项目和学
术人员交流，携手开发新技术，
如下一代锂离子电池，以及与电
动汽车相关的科技。
　　到我国进行两天正式访问的
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昨天
下午参观了南洋理工大学的无人
驾驶车测试与研究卓越中心，了
解该中心正在测试的新科技。
　 　 他 也 乘 坐 了 南 大 — B l u e 
Solutions快速充电电车。该电动
车穿行于南大North Hill宿舍楼和
裕廊集团洁净科技启发中心第一
大厦之间，是本地首辆可快速充
电的电车。
　　配合巴比什的访问，南大能
源研究院与布拉格化工大学昨天
也宣布将建立伙伴关系，通过联
合研究项目和学术人员交流，在
能源储存和未来交通这两个领域
共同合作。
　　南大也计划接下来与布尔诺
理工大学开展在能源储存、燃料
电池和无人驾驶科技上的合作。
　　这是巴比什2017年12月就任

捷克总理后，首次访问新加坡和
亚洲。随行的还有捷克工贸部长
诺瓦科娃、高级政府官员，以及
由45家捷克企业组成的商团。
　　巴比什昨天早上也在贸工部
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的
陪同下，参观了新加坡植物园，
并观赏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胡姬
花。
　　这株“安德烈·巴比什石斛
兰”，挺立的花序长约40公分，
可开出15朵花。每朵花直径约五
公分，紫褐色的萼片带有黄色边
缘，栗褐色的花瓣则略微弯曲。
　　巴比什也在个人面簿上透
露，他是继捷克第一任总统哈维
尔和第一任总理克劳斯之后，第
三位享有胡姬花命名荣誉的捷克
领导人，因此感到荣幸。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和财政部
长王瑞杰等人，昨天也在捷克—
新加坡商业论坛的场外，与巴比
什会谈。他们就新加坡经济和社
会政策交换意见，也讨论了两国
能如何一同合作。
　　维文说，新加坡和捷克自26
年前建交后，一直享有友好且日
趋紧密的关系。

捷克总理巴比什（左）昨天在国家胡姬园观赏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胡姬
花，右为国家公园局副局长梁志超博士。（邬福梁摄）

理工学院毕业生月薪中位数
（应届毕业生与已完成国民服役毕业生）

早报图表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新元

专业文凭课程
艺术、设计与媒体 2,000 2,025 2,200
建筑业 2,200 2,200 2,260
商科 2,100 2,100 2,200
工程 2,300 2,300 2,400
卫生科学 2,400 2,500 2,523
人文与社会科学 2,180 2,250 2,300
资讯与数码科技 2,280 2,300 2,390
科学 2,075 2,050 2,150

所有课程 2,200 2,235 2,350

资料来源／新加坡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学院、义安理工学院、
共和理工学院、淡马锡理工学院

新加坡与捷克大学将加深合作开发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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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脚踏车业者o 未在
期限内将脚踏车车队缩减

辆，以及启用QR码停车
， 被 当 局 视 为 “ 严 重 违
。陆路交通管理局下令ofo
在下个月13日之前遵守所
例，否则营业执照将被暂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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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业者在陆交局颁发营业
时，原本获准经营2万5000
踏车，不过它之后却以履
务责任方面有困难为由，
缩减车队至1万辆。尽管陆
屡次向o 发出警告并采取
行动，不过该业者至今仍

未将车队缩减至1万辆。
　　陆交局也规定，获颁营业
执照的业者都必须遵循当局设
定的“地理围栏”技术标准，
最迟在本月14日修改各自的手
机应用增添扫描QR码的功能，
并规定用户停车时得先扫描QR
码，以证明脚踏车已停在指定
停放空间。业者必须向胡乱停
车及没扫描特制停车QR码的用
户，收取每次违规5元罚金。
　　不过ofo至今仍未启用QR
码停车系统。其他业者则已经
在期限内启用该系统。来自中
国的ofo近期陷入财务困境，近
日也有媒体报道ofo遣散海外部
门，不过该业者回应称属“正
常业务调整”。

办公室人去楼空
ofo的本地办公室则已“人

去楼空”，另有不少本地用户发
现账号无端被扣钱，向ofo要求
退款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陆交
局指ofo已经严重违反条例，它也
提醒所有获颁营业执照的业者要
完全遵守所有条例和运作标准。

调查：理工院毕业生就业率提高　月薪中位数增至2350元

尽管建屋局基于安全考量无法接受屋主有意保住住家门口大鱼缸的要求，但截至昨天，这名屋主仍未拆除鱼缸，还表示有意向当局提出上诉。屋主买
下两个单位，并打通隔壁单位，因此有两个门口，右边的门口保留了原本的梯级，屋主平时可从这个门口出入。（吴伟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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