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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想学习新加坡公共行政的
效率与廉洁，乌克兰驻新加坡大
使瑟尼来新履职一年后，便报读
南洋理工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课
程，还成为首名毕业自南洋公共
管理研究生院的驻新大使。
　　瑟尼在修读课程期间，也安
排了150名乌克兰官员到南洋公
共管理研究生院上短期课程，让
他们了解新加坡公共行政的最佳
实践方案（best practices）。
　　今年共有28人从公共管理硕
士课程毕业，三年前上任的乌克
兰驻新加坡大使的瑟尼（Dmytro 
Senik，37岁）是其一。
　　瑟尼昨天（25日）在毕业典
礼上受访时说，乌克兰官员一直
都想借鉴新加坡公共行政的经
验，不少官员也都读过已故建国
总理李光耀的回忆录《从第三世

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故事》。
　　“我的书桌上也有一本乌克
兰文版的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直
很佩服新加坡能在短短数十年从
第三世界国家转型成第一世界国
家，因此才选择报读课程，以更
了解新加坡公共行政的最佳实践
方案。”
　　瑟尼说，新加坡在吸引和管
理人才，以及反贪污政策方面一
直做得很好，这都有助于新加坡
的转型。“我也希望能够看到乌
克兰转型成第一世界国家。我会
将这两年所学习到的与更多乌克
兰官员分享，讨论如何在乌克兰
运用。”
　　乌克兰1991年脱离苏联独
立，在隔年3月与我国建立邦交
关系。瑟尼透露，近年来，两国
在贸易和政治上的往来越来越频
密。“我在新加坡的三年里，两
国贸易往来增加三倍。三四个月

前，我们也将乌克兰的农产品和
蜂蜜引进新加坡的超级市场。”
　　他说，接下来他也会继续从
各方面协助促进两国关系，包括
贸易和投资机会、高等学府的往
来等。
　　“我相信乌克兰也有值得新
加坡学习的地方，比如我们的工
程和网络安全技术，希望未来两
国能继续有互相学习的机会。”

　　位于马里士他路的旺年护理
之家增设多感官治疗室，通过认
知和感官刺激，帮助提高失智者
的生活质量。
　　新加坡报业控股旗下的旺
年护理之家（Orange Valley Care 
Centre）昨天发文告说，多感官
治疗室专为失智症护理而设计，
可在受控环境中温和刺激感官及
活动肢体，以满足失智症患者的
治疗需求。
　　治疗室的主要设施之一是
Ascension Group的Wellness Nordic
摇椅，它结合了音乐、触觉刺激
和摇摆运动，为使用者提供平静
安宁的多感官体验。
　　有研究显示，摇椅有助降低
失智症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程度，
改善健康。
　　多感官治疗室内的其他设施

包括芳香疗法和光纤照明，营造
出舒缓和视觉刺激的环境。里面
还装置一个活动板，让病患触摸
和感受不同的织物纹理，如棉、
牛仔、毛毡和尼龙等布料。
　　旺年护理之家副总裁林欣霖
说：“通过这些感官输入，我们可
以逐步增强病患的感官，让他们
更好地应对环境刺激。这种形式
的康复护理和环境治疗可帮助减
少失智症引起的行为问题，促进
独立生活，改善注意力不集中。”
　　马里士他旺年护理之家的住
户，以及接受日间护理服务的病
患，都可通过这个多感官治疗室
进行失智症护理。
　　旺年护理之家目前在全国拥
有五家疗养院，提供超过900个床
位，相信是本地最大规模的私人
疗养院业者。

马里士他旺年护理之家的治疗师，让病患手握变色光纤束，刺激患者的
视觉和触觉。（旺年护理之家提供）

旺年护理之家设多感官治疗室
助失智症患者改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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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外汇交易员追讨560万元
的前律师否认欺诈等指责，反指
对方不时申诉有现金周转问题，
需要钱应付孩子的医药费，结果
他借出不少钱，甚至帮对方垫上
外汇交易的270万元欠款。
　　邓峰（37岁，前译田丰）
本月12日通过高级律师欧玛尔
（Siraj Omar）提呈答辩书，驳斥
白伟翔（32岁）的指责，并提出
反诉，要对方归还约390万元。
　　《联合早报》独家报道，邓
峰上月29日与瑞士籍同伙威利各
被控两项恐吓罪，指他们和两个
英国人今年2月和3月到杨厝港公
寓威胁白伟翔，要他停止法律行
动、删除证据，否则他和家人都
有危险。

　目前保释在外的邓峰于2011
年9月加入Walkers (S)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律师事务所
（简称Walkers （新））当律
师，去年11月离职。
　　白伟翔和他创办的外汇交
易平台White Sphere，指Walkers
（新）与邓峰有着主雇的特别关
系，也须共同承担责任。
　 　 被 列 为 第 二 答 辩 人 的
Walkers（新）在本月17日提呈
答辩书，称对邓峰在职期间和白
伟翔的交易毫不知情。白伟翔和
他的公司并非律所的客户，律所
从没保管过他的款项，起诉人不
能向它索偿。
　 　 立 杰 律 师 事 务 所 代 表
Walkers（新），也指邓峰用律
所的标志伪造账目等欺诈行为，
都是他工作以外的事，律所无从
知道。
　　资料显示，White Sphere在
2017年2月被金融管理局列入观

察名单中。
今年1月，渣打银行就白伟

翔的近11万元债务，向法庭提出
破产申请，申请待审中。
　　答辩书指白伟翔和Whi te 
Sphere都知道，邓峰是以个人而
非律师身份代表他们。
　　邓峰是经他人介绍，认识经
营外汇交易和兑换平台的白伟
翔，并且把需要兑换外汇服务的
客户介绍给白伟翔。
　　2017年10月，两人要合资购
买美国银行执照，当时邓峰是以
个人身份参与这事。
　　白伟翔根据协议，把40万美
元存入星展银行户头，后来和邓
峰达致协议，用这笔钱抵销他欠
邓峰的贷款。
　　答辩书指出，邓峰说过该户
头属于他的个人公司，从没说过
户头跟他任职的律所有关系。他

否认该户头接收过白伟翔的252
万7000美元，也没收过另一笔
149万美元的外汇交易款项，所
以他没有偿还413万美元（560万
新元）的义务。
　　邓峰提出反诉，指白伟翔从
2017年8月至今年2月常说有现金
周转问题，也需要钱来解决孩子
的医药费，要邓峰帮他。
　　白伟翔前后借了近11万元，
说三四周内偿还；邓峰多次追讨
却不得要领。

去年4月间，邓峰按白伟翔
的指示，把240万美元转入其弟
的公司Dimeneum，包括邓峰的
客户还白伟翔的160万美元欠
款，以及邓峰借白伟翔的80万
美元。
　 　 去 年 5 月 ， 白 伟 翔 称 要 还
债，给邓峰一张200万美元的支
票却无法兑现。
　　去年12月，邓峰的客户要兑
换新元，转了200万美元到白伟
翔的公司户头，白伟翔至今却没
把270万新元交给客户。邓峰后
来代白伟翔偿还该客户。
　　他因此要白伟翔归还80万美
元（109万新元）、11万元和270
万元，总约390万元。
　　除了这起民事案，邓峰还被
两名男子周奋龙和林毅追讨百万
余元的投资和盈利损失，但他否
认误导或诱使两人参与美国种植
药用大麻的投资。（部分人名译
音）

符祝慧　东京特派员
choowei@sph.com.sg

　　由新加坡电信公司发起的跨
境移动支付联盟VIA，昨天登陆
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只要下载该
应用，新加坡和外国游客可在机
场的店铺使用电子钱包刷码付
账。明年日本将迎接东京奥运
会，日方十分期待VIA能为广大
的东南亚旅客提供便捷的付款服
务。
　 　 V I A 联 盟 是 由 新 电 信
（Singtel）集团于2018年10月成
立，旨在创建一个区域范围的支
付网络。去年，新电信与泰国亿
旺资讯服务公司（AIB）旗下的
AIS Global合作，让拥有新电信
电子钱包的Dash能在泰国商店通
用。昨天，VIA在日本羽田机场
举行启动仪式，航厦内的37个店
铺已开始启用。
　　新电信国际业务副总裁孙世
珉说：“VIA能给消费者在出国
时也使用本国的电子钱包。在日
本先以羽田机场为出发点，未来
还会延伸到东京市内，大阪、京
都、北海道等游客多的地方。”
　　他也说，VIA的强项在于它

无论到任何国家付款，都清楚和
安全。VIA的合作伙伴都经过谨
慎挑选，确保遵守电子钱包规
律，也与各国监管机构沟通。
　　东京的移动支付技术公司
NETSTARS是新电信在日本的合
作伙伴。该公司与日本10万家商
店合作，若包括一些小型服务业
可达到160万家。持有VIA的游客
在NETSTARS消费，可扫码轻松
付款。
　　近年，赴日本的东南亚旅
游人数强劲增长。2018年，东南
亚旅客有超过330万人次，增长
14%；泰国游客增长15%，首次

突破了100万人；马来西亚及越南
的游客则分别达6.5%和26%。
　　羽田机场旅客中心运营执行
官岩松孝昭说：“明年是东京奥
运年，我们正在扩充机场内的购
物区。日本政府现在也在大力
推广电子钱包，VIA来的正是时
候，我希望它的进入能带动日本
的电子钱包热。”
　　泰国一名游客昨天以VIA在
羽田机场的商店购物。她说：
“我现在去新加坡及日本购物无
需伤脑筋去考虑兑换率，打开应
用一看就是自己熟悉的货币。我
希望VIA能覆盖更多国家。”

新电信电子钱包应用在日本羽田机场启用

新电信的电
子钱包VIA
以日本羽田
机场为出发
点，未来还
会延伸到东
京市内、大
阪 等 地 。
（符祝慧摄）

乌克兰驻新加坡大使瑟尼（站立者右一）昨天从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毕业，是该学院首名乌克兰籍毕业生。
（南洋理工大学提供）

履职一年报读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乌克兰驻新加坡大使南大毕业

我的书桌上有一本乌克兰

文版的李光耀回忆录。我

一直很佩服新加坡能在短

短数十年从第三世界国家

转型成第一世界国家，因

此才选择报读课程，以更

了解新加坡公共行政的最

佳实践方案。

——乌克兰驻新大使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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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峰被控两项恐吓罪，目前保释
在外，案件下星期一过堂。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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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律师事务所Walkers
（ 新 ） 有 一 家 在 开 曼 群 岛 注
册的“Walkers  Profess ional 
Services”（Walkers PS）公
司，专为百慕大、开曼群岛、
杜拜、香港和爱尔兰的客户提

供企业和信托服务。
　　Walkers（新）的答辩书揭
露，去年11月，律所才知有另
一家Walkers Professional Services 
Limited（简称Walkers PSL）的
存在，后者未经它的同意而设
立。
　　Walkers PSL是在英属维

尔京群岛注册的公司，其唯一
股东和董事是邓峰的妻子Lee 
Moon Young。
　 　 根 据 白 伟 翔 的 索 偿 书 ，
2017年11月，白伟翔要购买美
国投资银行的执照，就按邓峰
的指示，把252万余美元存入与
邓峰雇主Walkers（新）律所有

关的Walkers PSL户头。
　　他后来向Walkers（新）
查询，才知Walkers PSL跟它
无关，发现自己被邓峰误导欺
诈。
　　邓峰在答辩书里，并没有
针对Walkers PSL的指责作出回
应。

前律师否认欺诈指责
反向外汇交易员索390万

两公司名称相似　前律师被指误导客户汇款入妻公司户头

黄贝盈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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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齐心关怀配套扩大范
围，低收入居民可获取交通津贴
参加工作培训，也可通过多项援
助计划提升技能，每年将有近1万
8000名居民获益。
　　西南社区发展理事会昨天晚
上在年度西南区社区会议上，宣
布推出总值300万元的西南齐心
关怀配套（加强版）（WeCare 
PLUS @ South West）。
　　西南齐心关怀配套最初在
2012年推出，旨在为区内弱势群
体提供援助，也推广义工精神。
援助计划涵盖教育、饮食、保健
和家居改进等领域，每年有近1万

4000人从中受益。
　　加强版配套除了继续提供上
述援助，也拨款80万元提升社会
流动性，让整个配套扩展至24个
项目和计划，多4000人将受益。
　　其中一项新计划让低收入居
民前往参加工作培训时，可利用
多达100元的交通津贴减轻经济负
担。这项津贴开放给住在西南区
的40岁及以上国人申请。
　　金文泰公民咨询委员会副主
席冯国忠指出，委员会发现许多
无业且当下没有收入的居民，缺
乏经费去上课或面试，新计划提
供的交通优惠券将帮助他们抵销
这段时期的交通费用。
　　此外，配套下的多项新计划

也将鼓励更多弱势居民报读技能
创前程（SkillsFuture）课程，同
时帮助有需要的女性以及孩童获
得生活上的支持。
　　西南区市长刘燕玲在会议上
致辞时指出，西南社理会在2018
／2019财政年度推出85个区内计
划和项目，获得近100万元的捐
款。令人鼓舞的是，捐款企业伙
伴的数量增加了近三成，同时也
有更多中小型企业和义工投身社
区服务。
　　由于目前经济形势越来越不
明朗，刘燕玲说，加强版配套将
进一步帮助弱势居民掌握相关技
能，让他们谋得更好的工作，日
后能够自力更生。

“加强版”援助计划

西南区低收入居民可获工作培训津贴等优惠

前律师邓峰上月29日与
瑞士籍同伙威利各被控两
项恐吓罪，指他们和两个
英国人今年2月和3月到杨
厝港公寓威胁白伟翔，要
他停止法律行动、删除证
据，否则他和家人都有危
险。邓峰目前保释在外。

白伟翔向前律师邓峰追讨560万
元，如今反被追讨390万元欠款。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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