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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交通乘客量因冠病疫情
显著下降，对车资方程式里反映
供需的公交网容量因素造成影
响，进而推高车资调整幅度，公
共交通理事会下来将对此因素展
开中期检讨。
　　公交理事会将在中期检讨

时，决定是否要把公交网容量因
素（Network Capacity Factor，简称
NCF）局部或完全不包括在明年
的车资检讨中。检讨工作将在明
年的车资检讨前完成。
　　根据车资方程式，今年车资
原本允许调整的顶限是4.4％，其
中主要的原因是反映供需的NCF
从前年的1.6％，上涨至3.9％。
　　NCF把公交承载量及乘客使
用量考虑在内，若前者高于后
者，就会推高车资可允许调整的
顶限。
　 　 车资方 程 式中的其他 宏观
经济价格指数，包括工资变动指
数的2 . 6％，以及核心通 胀率指
数的1.0％，能源价格指数则是负
9.4％。
　　理事会主席马格纳斯昨天在
记者会上指出，冠病疫情导致公
交乘客量锐减，而NCF并非为这
类“特殊情况”而设，因此须对
此展开中期检讨。
　　理事会首席执行长陈锦鸿也
说，理事会可暂时不把病毒阻断
措施等对乘客量影响较大的时期
考虑在内，因此公交乘客量若保

持平稳或稍微提升，NCF就有可
能成为零，或是稍微正数或负
数。

学者： 
可根据之前数据计算车资
　　尽管如此，受访学者认为把
NCF局部不包括在明年的车资检
讨中不一定有效。
　　新跃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特斯拉博士（Walter Theseira）指
出，检讨NCF是必要的，否则按
照疫情期间锐减的乘客量，车资
将大幅上涨，下来乘客量开始增
加时，车资又会大幅下调。
　　但他认为，若只是排除乘客
量影响最大的时期，NCF仍会有
相当大的增幅，因此建议可根据
之前的乘客量和人口等数据，来
推算今年若疫情没有发生的乘客
量和NCF，确保计算车资时可保
持一致。
　　新加坡国立大学土木工程系
教授李德纮博士也指出，疫情期
间的公交乘客量不是常态，让
NCF无法发挥作用，但若只排除
部分时期，不代表其余时候有正
常的乘客量，因此仍无法准确计
算车资。他认为，完全不把NCF
考虑在内，或是“最直接、简单
有效的方法”。
　　另一方面，公交业者新捷运

和SMRT今年都向公交理事会申请
最高4.4％的车资增幅，虽然无法
如愿，但表示将继续为乘客提供
安全和可靠的车程。
　　新捷运和SMRT指出，除了
地铁营运和维修等方面的成本压
力，疫情更带来额外成本。新捷
运的地铁业务在最新财政年里亏
损数千万元，SMRT地铁的税后净
亏损也约2000万元。
　　新捷运企业联络高级副总裁
陈爱玲受询时说，新捷运将以公
交理事会的决定为指导，并在这
段艰难时期继续寻找方法来严格
控制成本，但不会以地铁系统和
网络的安全和可靠性为代价。
　　SMRT首席通讯总监张燿美也
说：“SMRT已得知公交理事会的
决定。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
我们与新加坡人同在一起，将尽
最大努力为乘客提供安全、可靠
和舒适的车程。”
　　针对政府是否会协助公交业
者承担额外成本，交通部受询时
指出，考虑到公交理事会决定把
车资增幅留到明年的车资检讨工
作，交通部也将调整为业者提供
适当的支持水平。
　　此外，交通部也将继续探讨
如何平衡公交营运成本和财务可
持续性，并把疫情或对乘客趋势
造成的变化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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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科技能在三秒内分
析出冠病疑似病例胸部X光图像
是否出现肺部感染的症状，让放
射师优先处理，及时为病患提供
必要治疗。
　　名为RadiLogic的人工智能系
统自今年5月起在国家传染病中心
检测中心使用。陈笃生医院放射
诊断科高级顾问医生陈志恒副教
授介绍，到国家传染病中心检测
中心求诊的病患都须照射胸部X
光，若图像显示肺炎症状就可能
须入院。检测中心每天平均处理
100个图像，放射师通常会在收到
图像的一小时内分析。

准确率高达96.1%
　　他说：“以往放射师会按照时
间顺序来分析图像，如今人工智能
技术能在几秒内检测出异样图像，
优先交由放射师处理，准确率高达
96.1%。这大幅度提高放射师的工
作效率以及信心。我们也能更快确
定病患是否出现肺炎症状，帮助前
线员工更快为疑似病例制定适当
的介入和治疗方法。”
　　例如，图像如果出现严重肺
炎症状，往往意味着患者须要及
时入住加护病房，进行机器呼吸
或额外的氧气治疗。

　　X光图像若呈现白色区块，
就显示肺部有感染症状，研发团
队因此采用机器学习技术，利用
1000份异样X光图像和3000份正
常X光图像来训练人工智能系统
的辨认能力。陈笃生医院诊断放
射部门目前也维持数据库的相关
性和准确性，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则负责确保模型的准确性和数据
的安全性。
　　RadiLogic人工智能系统由陈
笃生医院的放射师、新加坡科技
研究局旗下的高性能计算研究
院（简称IHPC）和资讯通信研

究院（简称I2H）的研究员共同
开发，并且参与由国立健保集团
医疗科技创研中心、新科研旗下
的A*ccelerate公司以及新加坡企
业发展局举行的开放式创新挑战
（Open Innovation Challenge）。
　　研究团队计划将系统推广至
新加坡中央医院检测中心，也希
望通过同企业伙伴的合作，广泛
落实这项人工智能技术。陈志恒
也指出，团队将继续提升系统，
让人工智能辨别出不同类型的肺
炎，并让系统协助审查放射师报
告，进行品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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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分析胸部X光图
人工智能三秒内可检测肺部是否受感染

刘智澎　报道
zhipeng@sph.com.sg

　　需要接受诊断性内窥镜手术
的国人，可向政府承保的终身健
保计划索赔，但赔付额是根据津
贴后的费用计算。新加坡人寿保
险协会也澄清，保险业者旗下的
私人综合健保计划仍然涵盖有必
要的诊断性内窥镜手术。
　　近日，有医生致函报章，指
部分保险业者为了节省成本，改
变旗下私人综合健保计划的受保
范围，不再涵盖诊断性内窥镜手
术费，而保险业者提出的理由
是，医生在推荐病患进行内窥镜
手术前，没先尝试以药物治疗。
　　卫生部昨天发文告澄清，
终身健保（MediShield Life）
的受保范围涵盖津贴后的住院
和日间手术费用，其中包括诊
断性内窥镜手术，但赔付额是
根据现有的索赔顶限、自付额
（deductibles）和共同承担额
（co-payment）计算。
　　若医生断定检测是必要的，
就应该继续安排病患进行诊断性
内窥镜手术，病患也不该讳疾忌
医。卫生部解释，当病患入住更
高等级病房或私人医院时，私人
综合健保计划（Integrated Shield 
Plan，简称IP）能提供额外的私
人保险，但“IP保费和受保范围
是保险业者根据保险精算和商业
考量制定的，因此保户必须清楚
有哪些限制条款”。

人寿保险协会：IP受保范围 
涵盖必要诊断性内窥镜手术
　　新加坡人寿保险协会昨天也
发表声明澄清保险业者的立场。
　　声明指出，在七家售卖IP的
保险业者中，此前只有一家对肠
胃内窥镜检查有更严格的索赔规

定，但这家保险业者已根据市场
规范进行调整。协会也向保户保
证，所有售卖IP的保险业者受保
范围将涵盖有必要的诊断性内窥
镜手术。
　　健康良好，只为了体检而进
行肠胃内窥镜检查的人将无法索
赔，因为IP的用意是涵盖有必要
的治疗，而不是健康检查。
　　人寿保险协会和保险业者强
调，IP的受保范围不仅涵盖必要
的手术，也涵盖终身健保计划下
的手术，例如在日间手术中心和
私人诊所进行的手术。病患无须
住院也能索赔。
　　然而，如果病患的病症可通
过门诊或日间手术治疗，而病患
却选择入院治疗，保险业者将不
会承担因住院而必须支付的食宿
等其他费用，因为在这种情况
下，病患没有必要住院。
　　另外，多数IP也涵盖有必要
的入院前诊断性门诊，例如照X
光、核磁共振成像扫描（MRI）
或实验室检测，前提是病患之后
须入院治疗或进行手术。在这种
情况下，保险业者将赔偿保户入
院前的相关费用。
　　人寿保险协会建议保户在住
院或进行日间手术前，先跟保险
业者确认IP的受保范围，若对特
定情况下的受保范围有任何疑
问，也应该跟保险业者询问。
　　近年来，保险业者推出索赔
管理政策，促进医疗服务的适当
使用，从而确保医疗成本维持在
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水平。
　　卫生部鼓励保险业者和医生
密切合作，制定和检讨这些政
策，以确保对保户有利。当局也
会继续与保险业者和医生等利益
相关方合作，确保病患继续享有
负担得起和适当的医疗服务。

卫生部：诊断性内窥镜手术
可向终身健保计划索赔

名为RadiLogic的人工智能系统自今年5月起在国家传染病中心检测中心
使用，系统能在三秒内分析冠病疑似病例的胸部X光，帮助前线人员更快
为病患制定治疗方法。（特约饶凯源摄）

冠 病 疫 情 导 致
公 共 交 通 乘 客
量 显 著 下 降 ，
增 加 的 清 洗 和
消 毒 工 作 等 措
施 也 为 公 交 业
者 带 来 额 外 成
本。

（档案照片）

公交会将探讨网容量因素
是否纳入明年车资检讨中
公交理事会主席马格纳斯昨天在记者会上指出，冠病疫
情导致公交乘客量锐减，而公交网容量并非为这类“特
殊情况”而设，因此须对此展开中期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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