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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副校长许茵妮教授  分享创业学问
文/萧佳慧

　　“游轮学习之旅”再多两个月就要启航了！新加坡管理大学
副校长（业务开发）许茵妮教授将会随团出海，分享创业学问。

“游轮学习之旅”今年步入第16个年头，这次邀得超过10名
企业家一同分享经商心得，今年的主题定为“邻里企业 转型攻
略”（Heartland Enterprises: Transform and Thrive）。
　　除了海内外企业家，“游轮学习之旅”每年也会邀来相关方
面的专家一同出海交流，今年受邀的就包括新加坡管理大学的许
茵妮教授。
　　新大副校长（业务开发）许茵妮教授是一名金融学教授，同
时也是V3集团家族企业创业学教授，以及家族企业学院与国际贸
易学院的学术主任。
　　“游轮学习之旅”由《新明日报》与老板联谊会联办，中小
企业老板们不仅能够听许茵妮教授等人分享经验，也能互相交流
分享，建立人脉关系和商业网络。
　　为期三天两夜的“游轮学习之旅”将在7月26日（星期五）启航，28

日（星期天）回返，欢迎企业老板们带着家人与员工一起参加，参与研讨
会的同时，也可享受“云顶梦号”的各种设施，并观赏精彩表演。

许茵妮教授也是技能创前程（SkillsFuture）的
人力资源领域劳资政委员会成员。
　　许茵妮教授是一名知名的会议演讲者、研讨会
主持人和评论员，并且是世界经济论坛新社会契约
全球未来理事会的成员。
　　此外，她还是政府科技局（GovTech）金融
与投资委员会主席以及金融管理局亚洲债券基金2
（ABF 2）监察委员会主席。

　　2019年游轮学习之旅
日期：7月26日至28日　　
价格：$547起
报名：拨电6832 9811询问

       （周一至周五 早上10时至晚上7时）

许茵妮是知名会议演讲者

▲许茵妮教授
▲“游轮学习之旅”将在“云顶梦号”上举行。

林艺君 报道
linyijun@sph.com.sg

　　耗资4000万元建造
的废料转化能源研究设
施，每日可将11.5吨垃

圾转换为能源，未来有望延长
实马高岛寿命。
　　为达到“零废弃”目标，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国家环
境局携手设立废料转化能源设
施，将校园内的垃圾转换为电
源和其他能源。
　　新设施采纳废料气化系
统，最高温可达1600摄氏度，
比一般焚化炉的约850摄氏度
高出许多。
　　垃圾经焚化，产生主要为
一氧化碳和水氢（hydrogen）
的合成气，可用于制造电源、矿渣和金
属。其中，矿渣呈玻璃状，可使用在建筑
材料上；金属则可回收和再循环使用。
　　新设施可每日处理高达11.5吨的垃
圾，焚化过程中，将有高达85％垃圾会被
转为合成气，12％成为矿渣和金属，剩余
3％为灰烬。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合成气将

会被转化为电源，提供电源给该研究设施
运作，达到“自给自足”的电源消耗。
　　环境及水源部长马善高今早受邀为这
项设于大士南的新设施主持开幕仪式。
　　废料转化能源研究设施的设立和运作
费用是由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国家环
境局、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和南洋理工大学
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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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局局长陈明锐（左）、环境及水源部长马善高
（中）、南大校长苏布拉·苏雷什教授（右）各持金
属、矿渣（slag）和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提供）

每日可将11.5吨垃圾 转为能源

‘游轮学习之旅’7月启航

　　巴西立组屋出现“小森林”，市镇会今早
派人到场调查，测量盆栽所占据的面积。
　　本报昨天报道，巴西立12街第101座组屋
8楼的一个单位外摆放了许多盆植物，枝叶茂
盛如同“小森林”，居民担心成隐患。
　　记者之前走访，发现该户单位外摆放着大
大小小的花盆，有些植物甚至有两层楼高，导
致单位大门几乎被绿荫遮掩起来，每次要进入
时，还需要用手将植物拨开。
　　据观察，整条走廊其实只剩下五分之一的
宽度让人通行。
　　据了解，女屋主自称是“爱花草”之人，
记者昨早走访时，女屋主面对询问没有回应，
今早10时许再次走访，铁门敞开，但女屋主却
没有应门。
　　不过，一名市镇会工作人员今早出现，到
场测量盆栽所占据的面积，以及植物的高度。
　　一般相信，市镇会接到了反馈，派人到场
跟进。

　　▲有些植物甚至两层楼高，将单位大门完
全遮掩。（档案照）

尼国男上诉逃死

市镇会职员今早到场测量盆栽占地面

该户单位外摆放着大批盆栽，枝叶茂盛如同“小森林”。（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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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隆 摄影

市镇会今早派人
量盆栽面积高度

　　不愿具名的居民指出，情
况从她11年前搬入就如此，
当时通过中介看房，要进入隔
壁的单位时被植物挡着，无法
踏入门内，后来才清出一条走
道。居民表示，虽说对方精心
打理门前植物，防止蚊虫滋

生，但地上不免还是有泥土。
　　居民对此有两大顾虑，其
一是担心若是不幸遇上火灾，
单位会首当其冲，植物一旦被
火焰吞噬，会导致火势蔓延，
也阻碍逃生路线，显然有安
全隐患。其二，单位被植物遮

挡，因此十分隐蔽，担
法之徒盯上，入室盗窃。
　　她也表示，曾连同另
民一同向有关当局反映
主却不在家。

　　尼日利亚男子为赚快钱，帮友人带行李
箱入本地，结果行李箱被发现装有两包2公斤
的冰毒，原本被判死刑，今早上诉得直，被
判无罪，逃过一死获释放。
　 　 3 6 岁 尼 日 利 亚 男 子 阿 蒂 丽 （ A d i l i 
Chibuike Ejike）在2011年11月12日，乘搭飞
机从拉各斯（Lagos）到本地时，在通过安
检时被发现行李箱里有两包1.961公斤克的甲
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俗称冰
毒，当场被逮捕。
　　他被控非法携带毒品进入我国。根据法
令，凡是携带250克或更多的毒冰者将面对死
刑。

行李带入境
能得一笔钱
　　据案情，被告在尼日利亚做生意，生意
失败后一直无业，2011年8月联系上一名好
友，对方声称只要他把行李箱带来新加坡，
交给一个人，就能得到一笔钱，被告因此同
意。
　　被告落网后声称不知道行李箱里面装有
两包毒品，高庭法官认为被告的口供有许多
出入，认为被告是知情的，最后判他罪成，
且控方未给毒贩发出免死的合作证书，他因
此被判死刑。

闻判喜极而泣
　　被告得悉自己被判无罪，庭上喜极而
泣，感谢新加坡的司法制度。
　　被告在犯人栏里闻判后松了一口气，他
过后告诉记者，本地的司法制度让他看见真
正的正义。
　　他非常感谢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以及他
的律师的帮忙。

巴
西
立
组
屋
『
小
森
林
』

　　在本地发生的死囚毒贩逃
鬼门案例：

●2016年10月26日：33岁
马国女子陈瑞玲乘坐男友马周
武的电单车来新，岂料在兀兰
关卡被查出电单车上有两包超
过250克的冰毒，原本面对死
刑，最后被判无事省释，当庭
释放。

●2016年10月22日：两名
马国男子马诺贾兰和刘淳乾被
指从大士关卡运毒品进我国，
被控上庭后不认罪，最后因为
控方找不到证人，两人被判无
罪释放。

●2014年3月24日：32岁
的被告古普杰亚从兀兰关卡入
境新加坡时，被发现电单车藏

有三包毒品，最后被三司裁定男子对
电单车上藏有的毒品不知情，他极可
能因头脑简单而被栽赃嫁祸，遭他人
利用运毒入境新加坡。

死
囚
毒
贩
逃
鬼
门
案
例

江欣如 报道  brendak@sph.com.sg

带‘冰毒行李’入境

返马途中撞罗厘

▲电单车翻覆现场一片狼藉。

　　（新山讯）一对在新加坡工
作的年轻马国情侣，共骑电单车
回家途中，于振林山一带发生意
外撞向罗厘，导致男骑士死亡女
子受伤，从此阴阳相隔。
　　意外前午3时许发生在振林
山努沙仙特拉路一带。伤者黄玲
欣（24岁，书记），死者林祥
仁（30岁，仓库管理员），两
人皆在新加坡工作。
　　据当地警方调查，两人骑电

单车到上述地点时，疑闯红灯撞
向一辆罗厘的右侧，翻覆在路中
央，男骑士当场死亡，女子则受
伤送院治疗。
　　伤者的姐姐黄小姐接受《中
国报》询问时指出，其妹妹与死
者是情侣关系，每天一同越堤到
新加坡工作。他披露，目前妹妹
意识模糊，家人没告知她男友去
世的消息。（人名译音）

▲阿蒂丽飞抵狮城后，在通过安检时被发现毒品。（档案照）

11年来已如此  屋主用心打理居民：

狮城打工情侣阴阳隔

没足够证据
证明被告知情
　　被告上诉至最高法院上诉

庭，三司审理上诉时指出，没有足够
的证据证明被告是知情的，即使他检
查了行李箱，也未必能发现毒品，因
为毒品被藏在行李箱的行李箱内衬。
　　三司也指出，即使被告曾问过好
友行李箱里装了什么，但若对方刻意
隐瞒，也不会告诉他真相，因此推翻
裁决，判他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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