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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加达综合电）印度尼西亚首都
雅加达在总统选举成绩公布后爆发骚
乱，总统候选人普拉博沃的支持者抗议
选举结果，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六人
丧命，数百人受伤。警方说，此次骚乱
是有人幕后策划煽动，已有近70名示威
者被捕。
　　印尼总统佐科昨日说，在军警致力
维持社会治安与稳定下，目前的局势受
到控制。他敦促人民维护和平及保持团
结。他说，政府绝不宽容任何试图危害
国家安全及民主的不法分子。
　　路透社报道，示威者连续第二晚在
雅加达示威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镇暴警
察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
　　印尼选举委员会周二凌晨提前宣布
总统佐科以55.5%的得票率赢得选举，对
手普拉博沃坚称选举存在舞弊和不公正
现象，拒绝接受选举结果。数千名普拉
博沃支持者当天涌到选举监督委员会位
于雅加达中心的办事处附近举行抗议集
会，集会原本和平结束，但当晚11时突
然涌来一批示威者到场生事，警察被迫
发射催泪弹驱散人群，引发暴力冲突。
　　雅加达特区首长阿尼斯说：“截至
今天（周三）上午，有200人受伤，被送
进五所医院救治。六人死亡。”他说，
医院正为死者进行解剖以确定死亡原
因。这是雅加达自1998年苏哈多倒台后
发生的最严重骚乱。
　　印尼警察总长蒂托也证实有六人死
亡，但他否认军警向示威群众发射实
弹，并强调现场的军警都没有配备实
弹。他说：“有人受了枪伤，有人遭钝

器击中受伤，我们还须进一步查明。”
　　总统府幕僚长、印尼国民军前总司
令穆尔多科透露，警方从示威者身上搜
出两把手枪，他相信“在恐怖组织以
外，有某个组织正试图把局势搅乱……
我们知道谁是幕后主谋”。
　　普拉博沃是退役军事将领，他的三
名盟友上周被警方援引叛国罪逮捕，其
中一人是特种部队前指挥官，他被指私
运武器，准备用在抗议集会上。
　　为防止有人在这高度敏感时刻散布

谣言和假消息，印尼政治法律安全统筹
部长维兰托宣布，社交媒体将被部分封
锁，一些功能被禁用，例如网民暂时不
可分享照片和视频。
　　周三上午，仍有数百名示威者在雅
加达与警察对峙，他们还放火焚烧一所
警察建筑。电视画面显示市区街道上一
群示威者的后方冒出浓烟，一些示威者
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爆竹，并试图拆除公
共栅栏，警察以催泪弹反击。
　　警察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大多数

示威者似乎来自雅加达以外的地区，警
方在一些人身上搜出装有钞票的信封。
“这不是自发性事件，而是有人精心策
划。有迹象显示暴民收了钱，故意制造
混乱。”

有政党标志救护车载满石头
　　他说，一批批示威者在雅加达多处
与警察发生冲突，他们纵火焚烧汽车，
向警察抛出石头和汽油弹。警方发现一
辆有政党标志且载满石头和其他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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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推出三项措
施，既要促进数据创新，也要商家对数
据保护负责，商家日后能更容易转移数
据，但也得及时通报资料泄漏事件。
　　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昨天发文告
说，针对数据流通（data portability）与
创新展开公众咨询，截止日期为7月3
日。
　　数据流通相关法律条文允许消费者
要求商家把个人资料转交给另一个商

家，在更换服务供应商方面，这或可节
省成本。消费者日后或可要求银行、电
信公司或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等，把信用
卡交易、房贷或服务使用等数据转交给
其他商家，以获得个人化服务。
　　数据创新相关条文则阐明商家可在
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个人资料，以
达正当商业目的。
　　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说，欧盟、澳
大利亚、印度、日本与新西兰已实行或
准备实行数据流通，拟定数据流通与创
新条例，旨在与全球趋势达成一致，加

强国际对新加坡数据保护工作的认可。
　　委员会副专员杨子健说：“征求数
据流通与创新条例相关反馈，以及试行
资料外泄通报措施，我们正采取坚定步
骤，在全球数码经济中，把新加坡定位
为可信赖的数据中心。”
　　当局也将利用过去四年的资料外泄
案例与利益相关者反馈，加快处理明确
的资料外泄案件。
　　若案件性质与先例相似，或是有关
商家承认触犯法令，案件便会加快处
理。若涉及罚款，商家认罪将作为强有

力的求情因素。
　　可加快处理的案件种类包括操纵网
址、密码管理不当，或列印错误导致送
达错误收件人。
　　考虑到有些商家已做好保护措施，
但资料还是被盗，如一些获得个人资料
保护信誉标志的机构，在发生资料外泄
时，可向当局证明已有妥当问责程序及
监督与补救计划，并申请自行执行应急
计划，当局就不会介入调查。
　　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说，与全面调
查相比，这个做法可取得相似甚至更好

的执法效果。
　　另一方面，商家今后发生资料外泄，
若受影响人数至少有500人，或资料泄漏
可能严重危害或影响当事人，都须在完成
内部评估的72小时内向委员会通报。
　　通报目前是自愿性质。个人资料保
护委员会说，准备在下次修法时，强制
通报资料外泄事件，因此促请商家现在
就采纳这个做法。委员会建议商家在得
知可能有资料外泄事件后的30天内完成
内部调查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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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警方昨天在雅加达逮捕多名涉及骚乱的示威者。（路透社）

救护车，但拒绝透露该政党的名字。
　　雅加达市区地铁站、多栋办公楼和
多所使馆周三关闭。数百名镇暴警察上
午在市中心一个繁忙的交界处设置路障
以阻挡示威人群。由于零星冲突持续发
生，雅加达整座城市部分地区道路封
锁，一些商场停业，部分学校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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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丧命数百人伤70人被捕

印尼警方：有人策划选后骚乱
印尼总统佐科说，在军警致力维
持社会治安与稳定下，目前的局
势受到控制。这是雅加达自1998
年苏哈多倒台后发生的最严重骚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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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首个用3D技术印制的浴
室单位只需半天就能完成，比一
般水泥制作过程快近一倍，或可
加速组屋建筑工程。
　　南洋理工大学的新加坡3D
打印研究中心与胜科工业携手
研 发 新 技 术 ， 用 机 器 3 D 打 印
组屋工程常用的预制浴室单位 
（Prefabricated Bathroom Units, 简
称PBU）。
　　组屋中的浴室通常是分开制
造的，目前都是以传统水泥制
作，完成后再添加其他浴室设
施，才运送到建筑工地进行装
置。
　　带领研究团队的南洋理工大

学机械与宇航工程学院副教授
陈明任博士昨天在媒体发布会上
说，我国的建筑业需更加科技
化，希望新技术能够提升建筑业
的效率。
　　“建筑是个非常费力和费时
的工业，建筑工地也有很多需
要处理的安全问题。农业、制造
业等工业这几年来都一直在提高
工作效率，但建筑业多年没有改
善，所以现在正是自动化的好时
机。”
　　研究团队把混泥土材料输入
机械手里，通过电脑控制机械手
流出特定形状和流量的材料，一
层一层地制成方形的浴室单位。
　　3D浴室单位在9到12个小时
内就能完成。传统的水泥制作工

程，即建筑工人把水泥倒入特制
的铁模块里，需一到两天才能使
水泥硬化成墙壁。
　　研究团队花了约三年研发新
技术。参与研究的机械与宇航工
程学院副教授王德能博士受访时
透露，其中最费时的是研究用于
3D印制的混凝土材料，因为他们
需确保材料能够在流出后及时硬
化。
　　“我们采用环保的建筑材
料，如用粉煤灰替代水泥，及用
再循环玻璃取代建筑用沙。进行
材料研究后，我们配合材料流速
和硬化过程的时间，使底层的材
料有一定的强度支撑上层的材
料。”
　　新浴室单位跟现有的单位一
样坚固，也已通过建设局的各工
业强度和安全测试。
　　一般的水泥墙是没有缝隙的，
但新的3D重叠设计让墙里出现一

些空间，装置浴室单位时将更容易
在空隙里安装水管道和电线。
　　新设计也采用更少材料，让
浴室单位的重量比平常轻三成。

制作成本减少30%
　　减少了材料和劳动力成本，
新浴室单位的建筑成本显著降
低。一般浴室单位成本介于6000
元到7000元，新单位的制作成
本则少30%，甚至只有原本的一
半。
　　新技术也能使浴室单位的设
计更多样化。王德能解释，一般的
铁模块只能制作方形的单位，但若
在电脑系统画出弯曲的单位，机械
手也可以照样印制出来。
　　3D印制的浴室单位有望在多
三个月得到建设局的正式批准，
研究团队与胜科工业说到时有意
把技术推向市场，希望能尽快用
在建筑工程中。

用3D技术印制的浴室单位与一般水泥制成的单位一样坚固，带领研发团
队的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宇航工程学院副教授王德能博士（右起）和副
教授陈明任博士，以及胜科建筑与工程顾问首席执行官李良正，有意将
技术推向市场，有助加速组屋的建筑工程。（陈佩敏摄）

可加速组屋建设

3D技术印制浴室成本低制作更快
3D浴室单位在9到12个小时内就能完成。传统的水泥制
作工程，即建筑工人把水泥倒入特制的铁模块里，需一
到两天才能使水泥硬化成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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