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2016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黄佩玲　报道
ngplg@sph.com.sg

　　无业汉为偷首饰，残忍掐
死自己认识10年的妇女，被控
方指他犯下本地最恶劣的误杀
案之一。控方认为现有的18年
监刑严重不足，要求最高法院
上诉庭改判男子终身监禁，并
且列出判刑指标，说明应在什
么情况下判处误杀被告终身监
禁。
　　控方建议，在决定误杀案
是否应给予的判刑时，法官可
考虑四大因素，包括被告的犯
罪意图、杀人动机、杀人时的
情况与方式，以及被告是否患
有精神疾病，以致他犯罪。
　　《联合早报》曾经报道，
男子马盖斯沃然（52岁）被控
于2013年12月9日，在妇女坎内
（62岁）的义顺第875座组屋住
家将她杀害。他经审讯后被误

杀罪名成立，前年7月被判坐牢
18年。
　　当时，高庭法官符晓平解
释 她 为 何 不 施 加 终 身 监 禁 ，
在她看来，被告并非有预谋杀
人，而是他打劫出了差错，最
终以悲剧收场。
　　控方不满刑罚过轻，为此
提出上诉，被告则对罪成与刑
罚上诉。最高法院上诉庭日前
审理这起上诉案后，决定择日
做出裁决。
　　庭上揭露，被告曾替坎内
的儿子打工，为此认识坎内长
达10年，两人关系不错。案发
当天，为筹钱支付柔佛房屋的
首期，被告在坎内家中偷取她
的首饰，过程中掐死和闷死对
方。
　　代表律师江祐贤日前进行
上诉陈词时指出，被告是为阻
止坎内大叫，才会用枕头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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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处理工业污水

南大研发新纤维膜企业可省九成成本

李思敏　报道
leesimin@sph.com.sg

　　我国研发的新工业污水处理
系统能非常有效地处理污水，可
为制造业和加工业等工业的企
业，节省超过九成的成本。
　　这是因为这个新污水处理系
统采用了一款由本地研究人员研
发的新中空纤维膜，能更有效地
处理污水。
　　新系统的两大卖点是能把超
过九成的工业污水过滤成干净的
水，以及把污水中的金属固体隔
开来。中空纤维膜形状如同一条
空心面，一般纤维膜中间只有一
个洞，能过滤的水量较有限。新
款纤维膜则有三个洞，可过滤多
30％的水量。
　　南洋理工大学分离技术应
用研究与转化中心（Separation 
Technologies Applied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Centre，简称START中

心）过去一年在实验室中测试新
款纤维膜，测试结果令人鼓舞。
　　中心接下来将同科技起步公
司Memsift合作，在一家半导体
工厂建造新的污水处理厂，进一
步测试大规模使用纤维膜的可行
性。
　　污水处理厂将设有创新的污
水处理系统，这个由Memsift研发
的系统采用热分离的方式，首先
将污水加热到60至80摄氏度，加
热后的污水穿过纤维膜时，干净
的水分会蒸发并与金属固体和其
他污染体自动隔开来，之后再另
外冷凝成液体。
　　这个过程重复几次后，预计
有高达95％的污水会过滤成干净
的水，其余5％由各种重金属和污
染体组成。
　　隔离开来的金属如锡和镍
（nickel，音同“涅”）可由工厂
另外处理，方便公司再利用或将

这些金属出售给其他公司。
　　这家半导体工厂目前会直接
将污水送往污水处理设施进行焚
烧，预计每丢弃160万公升的污水
（相等于三分之二奥林匹克型游
泳池）就得支付25万元处理费。
　　Memsift创办人普林斯博士指
出，如果使用新系统，预计能省
下大约四倍的能源成本。他说：
“我们的系统与传统的热分离系
统相比，采用更低的气温和气
压，可节省能源、运作费用，再
加上新款纤维膜能帮助系统更快
过滤污水，整个过程更有效。”
　　普林斯也指出，不少半导体
和电镀公司的设备器材需要用水
才能运作，如果采用新系统就可
以重复使用过滤的水，不必再向
公用事业局买水，这样就能省下
另外一笔费用。
　　新工厂会在今年第二季度投
入使用，预计每天可处理高达
5000公升的污水。如果测试结果
良好，Memsift将向南大申请执
照，将新款中空纤维膜连同公司
研发的污水处理系统用作商业用
途。

南大分离技术应用研究与转化中心过去一年在实验室中
测试新款纤维膜，测试结果令人鼓舞。中心接下来将同
科技起步公司Memsift合作，在一家半导体工厂建造污
水处理厂，进一步测试大规模使用纤维膜的可行性。

START中心常务董事谭正平博士（左）手中捧着外形如面条的新款中空纤维膜。右为Memsift创办人普林斯博
士。（潘丰源摄）

王英慧　报道
evonwong@sph.com.sg

　　本地六家零售商违例出售香
烟给未达法定年龄者，其中两家
被撤销执照，另四家则暂时被吊
销执照六个月。
　　卫生科学局昨早发出文告，
当局在执法行动中，发现六家零
售商违例卖烟给未达法定年龄
者。
　　两家被撤销执照的零售商，
分别是位于兀兰81街第806座的
富荣食坊（Fair Inn Food Place）
及大巴窑1巷第131座的Excellence 
Supermarket。这两家零售商分别
在去年11月和12月被撤销执照，
不得再售卖烟草商品。

四家零售商暂时吊牌半年
　　这是富荣食坊第二次触法，
2016年1月首次违例时曾被暂时吊
销执照六个月。
　　Excellence Supermarket则被发
现售卖香烟给穿着校服的未达法
定年龄者。

　　另四家零售商因首次触法而
被暂时吊销执照六个月，包括义
顺1道第417座的中国超市（China 
Market）、实龙岗北4道第509座
的Leeds Mart、宏茂桥6道3535号
的Shell Select便利店，以及后港51
街第21座的Good Price Centre。
　　首两家零售商从去年10月被
吊销执照直至今年4月，后两家则

从去年11月至今年5月不能售卖烟
草商品。
　　卫生科学局透露，在2015年
至2018年期间，共有83家烟草零
售商被吊销执照，另有13家被撤
销执照。
　　根据法令，今年1月1日开始
合法购买香烟和吸烟的最低法定
年龄从早前的18岁提高到19岁。

首次违例可被判罚款最高
5000元，并暂时吊销烟草零售执
照六个月。重犯者可面对最高1万
元罚款，执照也会被撤销。
　　业者若被发现售卖烟草产品
给未满12岁或身穿校服且未达法
定年龄者，即使是初犯也会立刻
被撤销执照。

六家违例卖烟给未达法定年龄者的零售商。（卫生科学局提供）

卖烟给未达法定年龄者　两家零售商执照被撤销

　　担任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总
裁11年的陈丽珠将在下个月底退
休，目前的副总裁余立信将接任
总裁一职。
　　根据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和
教育部发布的联合文告，陈丽珠
在3月31日退休后，余立信将在4
月1日上任。
　　陈丽珠是政府教学奖学金得
主，她在1981年加入教育行业，
为教育事业做出37年贡献，也曾
在2003年获得行政功绩（银）奖
章。陈丽珠在华侨中学和莱佛士
书院教过书，也曾是武吉班让政
府中学校长及校群总监。
　　文告指出，陈丽珠于2008年4
月1日接任考评局总裁，曾为新加

坡全国考试作出调整和建议，如
推行电子考试。她之前所领导的
计划包括与学校合作以确认有特
别需要的学生，建立体制确保学
校有足够资源支持这些学生等。
　　此外，陈丽珠也曾是“21
世 纪 技 能 评 估 与 教 育 计 划 ”
（Assessment and Teaching of 
21st Century Skills Project）的
成 员 ， 以 及 国 际 教 育 评 估 协
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信托局
成员。目前担任考评局副总裁的
余立信则投身教育事业29年，于
2011年加入考评局前，曾任教育
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副司长，也
担任过中正中学（总校）校长。

　　高雄市长韩国瑜（中）昨天傍晚抵新，受到本地台湾侨民的到
场迎接，现场气氛热烈。
　　机场抵境厅涌入百余名“韩粉”与媒体记者，昨晚将韩国瑜一
行团团围住，随行采访韩国瑜的台湾媒体甚至与维持秩序的辅警和
保安推搡，场面一度失控。
　　韩国瑜之后受访时表示，他此行希望与本地商家达成协议，为
高雄市带来新的合作与发展机会。（梁伟康摄） 

高雄市长韩国瑜抵新

考评局总裁陈丽珠退休

她的脸，他移开枕头后见坎内睁
着眼大口呼吸，以为对方仍活
着，随即离开组屋单位，他没有
杀害坎内的意图。

辩方吁请上诉庭考虑推翻被
告的误杀罪名，即使维持罪成的
原判，辩方认为，被告的监刑应
从18年减至12年。

不过，主控官高敬雄副检察
司驳斥，被告偷首饰遭坎内逮
着，他显然是要杀人灭口，所以
不顾坎内挣扎，持续掐她脖子和
盖住她的脸，导致坎内的颈部两
处骨折，这显示被告的力道之
大。

被告行凶手法极度冷血和残
忍，控方指出，本案是最恶劣的
误杀案之一。尽管审案法官接受
辩方称被告有智力缺陷的说法，
但控方认为，这不等同于被告患
有精神疾病，无法控制自己的行
为。加上他有犯下暴力罪行的案
底，判他接受终身监禁才是适当
的惩罚。

控方也吁上诉庭发表判刑指
标，说明法院日后在决定误杀被
告的判刑时，应在什么情况下判
予终身监禁。由朱迪柏拉卡斯法
官、庄泓翔法官和吴必理法官所
组成的三司将择日做出裁决。

无业汉误杀监18年　三司择日裁决双方上诉

罗妙婷　报道
miaoteng@sph.com.sg

　　本地一家学前教育中心的25
名学生怀疑吃了中心供应的午餐
后，感染肠胃炎，出现发烧、呕
吐及腹泻的症状。
　 　 这 些 学 生 都 来 自 迈 杰 思
（MindChamps）东陵学前教育中
心。卫生部、国家环境局与农粮
兽医局针对上述事件回应《联合
早报》时指，目前正在调查该学
前教育中心日前发生的多起肠胃
炎事件。
　　截至昨天，共有25名学生
出现肠胃炎（Gastroenteritis）症

状，其中两人入院治疗，目前已
出院。

家长向网媒爆料
　　有关当局昨天也在该学前教
育中心内进行稽查，调查工作包
括收集食物和环境样本进行化
验，负责处理食物的工作人员也
将粪便样本送去化验。调查仍在
进行。
　　日前，一名家长向网络媒体
爆料，指就读幼稚园一年级的女
儿，怀疑是吃了学前教育中心在
上周四（21日）和周五（22日）
的午餐后，出现呕吐情况。她于

是把孩子送到竹脚妇幼医院就
医，并通知校方。
　　该家长之后收到教育中心的
简讯，指幼稚园一年级学童当
中，六成出现发烧或呕吐症状，
而当中有一半的学生也有腹泻情
况。另一则跟进的简讯指出，近
三成的其他年级学生也出现同样
的病况。

校方：已为中心消毒除菌
　　校方还通知家长，指已为中
心进行消毒和除菌处理，并将把
上述两天的食物样本送去进行卫
生指标微生物检测。

　　针对这起事件，迈杰思回复
本报询问时说，他们非常注重孩
子的健康状况，也已经与卫生
部、环境局和幼儿培育署（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gency，
简称ECDA）紧密合作。
　　随着当局证实这是一起肠胃
炎事件，校方也加强防范措施，
如每天清洗中心及实施更严格的
个人卫生要求等。
　　校方指出，已没有接获新病
例通知，情况已受到控制。教师
将时刻保持警惕，注意孩子的健
康状况，让他们能有最好的学习
环境。

学前教育中心25学童出现肠胃炎症状　当局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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