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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飞机师醉酒闹事，凌晨
上街打扰工人铺设电缆，被逮捕
后还在警车里猛踢警员耳朵，甚
至企图咬警员的手。
　 　 澳 大 利 亚 籍 被 告 卡 梅 伦
（Cameron Lachlan Milne，40岁）
承认抵触防止骚扰法令、蓄意伤
人阻差办公及醉酒闹事等八项罪
名，控方以其中三项提控，余
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被
告昨天被判坐牢10周及罚款5000
元，由于他无法缴付罚款，因此
得坐牢多25天代替。
　　这起事件发生在2018年6月
15日凌晨3时许。根据案情，被
告当时是私人飞机师，事发前一
天从伦敦飞回新加坡后，在驳船
码头与朋友喝了两公升啤酒，过
后又到泛太平洋酒店喝了两瓶烈
酒，隔天凌晨1时30分许才步行
到滨海广场（Marina Square）买
水。
　　技术工人当时正在滨海广场
附近为国庆庆典进行电缆工程。
喝得烂醉的被告走上前，二话不
说拿起他们的工具丢上罗厘。工

人叫被告住手，但他却语无伦
次，脚步踉跄，继续闹事。
　　工人阻止不了被告，只好报
警求助，被告发现后试图逃走，
但被一名国民服役人员一路尾
追。被告逃走途中跌入草丛时，
把国民服役人员一并拉了下去，
还撕破他的衣服。
　　警方到场后见被告极不肯配
合，决定将他逮捕。被告在警车
里不断挣扎和大喊大叫，甚至攻
击身旁的男警员，用右脚猛踢他
的左耳，还企图咬他的手。被攻
击的警员耳朵后方淤青，事后拿
了两天病假。
　　被告被押往警局途中也不断
对车上三名警员飙脏话，过程都
被警员的随身摄像器拍下。
　　测试显示，被告每百毫升血
液的酒精浓度达到240毫克。代
表律师指被告平时行为良好，当
时是因为酒精作祟才会做出如此
反常的行为，他事后深感懊悔并
已向警员道歉。控方却反驳，指
被告自己选择喝醉酒，不能以此
当借口。法官下判时指出，任何
对执法人员的暴力行为必得严
惩，以起阻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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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卸下陆路交通管理局局
长职务的鄞云斌，将接替梁建鸿
出任SMRT集团总裁。
　　SMRT昨天发文告宣布，鄞
云斌（53岁）将在今年5月加入
SMRT董事会，8月1日正式接任
SMRT集团总裁。为确保职务顺利
交接，现任集团总裁梁建鸿（58
岁）会在8月1日至10月22日担任
总裁顾问。
　　鄞云斌将是SMRT委任的第五

个有武装部队背景的总裁。
　　鄞云斌是工程师出身，曾在
新加坡武装部队服务长达26年，
也曾是财政部副常任秘书（绩
效），他在2016年至2020年出任
陆交局局长。
　　担任陆交局局长期间，他开
创多个平台，促进陆交局、公共
交通业者和原件制造商工程师之
间的合作，加深本地铁路工程的
知识和技术专长，强化地铁系统
的运作和维修。他在任内也负责
了汤申－东海岸地铁线、万礼车

厂和新罗尼大道等项目。
　　鄞云斌在2020年离开陆交
局，同年9月加入职总平价集团担
任新设的供应链业务总裁。过去
约一年半，他在职总平价落实了

供应链数码化，提升相关程序，
加强新加坡食物供应链的韧性，
确保食物供应，尤其在疫情期间
不间断。
　　SMRT主席佘文民说，董事会

落实的领导接替计划在不同阶层
都有健全的人才管道。董事会也
定期检讨领导接替计划，确保计
划与时俱进。
　　他补充，董事会相信鄞云斌
在交通领域以及他近期在数码化
和程序提升方面累积的经验，让
他具备有利条件，在这个颠覆性
时代带领SMRT前进。
　　鄞云斌说，在梁建鸿的领导
下，地铁系统过去四年的可靠性
不断进步。他期待加入SMRT，并
和交通部、陆交局和其他利益相
关者合作，为乘客提供安全可靠
和充满关爱的公交服务。
　　梁建鸿是在2018年卸下公务
员职务后，接替郭木财出任SMRT
集团总裁。他在2010年至2013年

间出任新加坡武装部队三军总
长，之后加入行政服务，受委为
教育部常任秘书（发展），2017
年调任国防部常任秘书。
　　梁建鸿说，现在是时候为
SMRT下一段发展更新领导班子。
他很荣幸能和SMRT团队合作改善
地铁可靠性，也有信心鄞云斌会
带领SMRT更上一层楼。
　　佘文民说，董事会感谢梁建
鸿过去四年的贡献。当中他负责
加强铁路工程的能力，以及确保
地铁持续保持高水平的可靠性。
　　他提到，SMRT自2019年持续
保持地铁平均行驶超过100万公里
才发生一起延误五分钟以上的事
故，下来也会继续卓越的运营和
服务。

SMRT昨天发文告宣布，鄞云斌将在今年5月加入SMRT
董事会，8月1日正式接任SMRT集团总裁。为确保职务
顺利交接，现任集团总裁梁建鸿会在8月1日至10月22日
担任总裁顾问。

前年卸下陆路交通管理局局长职务的鄞云斌（左），将从今年8月起正式
接替梁建鸿（右）出任SMRT集团总裁。（SMRT提供）

王康威 　报道
hengkw@sph.com.sg

　　新的宏茂桥专科中心将与全
科诊所和综合诊疗所合作，让全
科医生直接将病患转介至专科中
心，共同管理附近居民的健康需
求。
　　过去，如果病患须进行糖尿
病眼部成像或足部筛查，那他们
只能到医院并由专科医生转介才
能进行。
　　如果患有须接受物理治疗或
职能治疗的肌肉骨骼问题，他们
也必须先到医院看过专科医生才
能接受治疗。透过新模式，全科
医生能直接让有特定病症的病患

转诊至专科
中心接受治疗，缩短等候时间。
　　除此之外，专科中心也配有
日间手术室，让病患接受胃镜等
内窥镜程序，全科医生也能直接
将病患转至中心进行这些程序。
　　卫生部将逐步落实“健康SG
参与计划”，鼓励每个新加坡
人固定看同一名全科医生，包括
定期体检和商讨护理计划。专科
中心将深化同病患的全科医生合
作，包括为全科医生提供转诊病
患的进展和最新情况，以便让他
们制定更整体的护理计划。 
　　参与计划的宏茂桥Life家庭
诊所医疗总监林锦寿医生说：

“过去全科医生只能转介病人到
医院去看专科医生，而只有专科
医生才能为病患安排物理治疗，
等候时间可能要超过一个月，一
些病患的病情被拖得更复杂，需
要更久和更多物理治疗才能康
复。新转诊模式让病患能更快获
得治疗，从而缩短疗程。”
　　他指出，虽然受到冠病疫情
影响，转诊的病患数量仍不断增
加，他希望能继续与医院合作。
探讨如何确保更多病患能更早在
社区内获得治疗。
　　除了全科医生，宏茂桥专科
中心也将同其他社会福利机构合
作，应对居民的医疗保健需求。

　　中心同护联中心的关爱乐龄
办事处合作，职员以及义工会把
社区内发现的病患转介给社区保
健团队，团队会为有需要的居民
提供协助。
　　中心和关爱乐龄办事处也会
为职员和义工提供培训，让他们
学习如何帮助居民获得所需资
源。
　　护联中心总裁陈光杰说：
“通过与陈笃生医院和社区保健
团的合作，我们的关怀乐龄大使
能更好应对年长居民的需求，一
起为他们协调更具针对性的护
理，让他们能居家乐活、原地养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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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岁男子强奸与非礼四个亲
生女儿，昨天被判坐牢33年又两
个月，外加鞭刑24下。
　　高庭法官斥责被告为满足性
欲，剥削亲生骨肉长达14年，犯
下本地最恶劣的强奸与性侵案之
一。
　　陈祥泰法官也认为，男子最
后决定认罪是为了“自保”求减
刑，而非真心为自己的变态行径
感到悔过。
　　犯案男子一共面对33项严重
强奸、严重性侵、严重非礼与虐
待孩童等控状。他上周一在高庭
认罪，案件昨早进行判刑。
　　曾两次结婚的被告一共有七
个孩子，包括五个女儿，目前年
龄介于12岁至24岁。
　　被告落网前在儿童探险营当
兼职指导员。为了保护受害人，

法庭谕令媒体不准报道任何可泄
露受害人身份的资料，包括被告
的名字。
　　案件发生于2004年至2018年
之间。除了最小的女儿，其余四
个女儿都是本案的受害人。庭上
所审理的七项控状都与排名第四
的女儿有关。
　　根据案情，被告从2016年起
开始“盯上”当时读小学五年级
的四女儿。
　　法官在裁决中指出，被告趁
妻子出外上班时犯案，并且通过
威迫与性诱的手段来逼四女儿就
范。这包括让女儿观看涉及一对
父女的猥亵影片，并告诉她片中
的女童也是个五年级小学生，他
也吓唬女儿必须每个月与他发生
性行为，否则不让她上学。
　　2018年11月16日晚上，四女
儿又一次被父亲强奸，当时在家
的姐姐觉得事有蹊跷，问她在父

亲的房间里做什么，她这才崩溃
道出实情。在姐姐的游说下，四
女儿连同姐姐夜逃出住家到警局
报案，被告隔天落网。
　　调查显示，被告自2004年起
开始犯案，非礼当时只有六七岁
的大女儿，之后接连性侵犯大女
儿与另外三个女儿，犯案时间长
达14年。在四个受害人当中，排
行第三的女儿遭他强奸。

一再尝试躲法律制裁 
认罪只为获较轻刑罚
　　法官指出，这是最恶劣的强
奸与性侵案件之一，一名父亲竟
然对四名亲生女儿做出如此可怕
的性剥削行径。被告清楚知道自
己犯下了严重的性罪行，所以在
发现两个女儿失踪后，他立即到
不同警察局找人，并且上网搜寻
有关“如何蒙骗测谎器”的资
料。

　　事实上，其中一名女儿曾在
2015年报警要揭发父亲的罪行，
但被告最终说服妻子叫女儿向警
方撒谎。法官说，被告当时逃过
法网，以为自己这一次也能顺利
躲过法律制裁。
　　在法官看来，被告在被控三
年后才决定认罪，并非因为对自
己的罪行感到后悔，或想避免女
儿得上庭重述痛苦的经历；他是
因为在准备审讯的过程中发现铁
证如山，希望通过认罪获得较轻
的刑罚。
　　除了性侵犯的罪行，被告也
面对其他控状，指他虐待和殴打
女儿等。
　　有一次，被告因不满女儿们
没做家务就下楼玩耍，决定惩罚
她们在接下来的四天不准进食，
只准喝自来水饱腹。他也切断家
中电源，不让女儿们使用电灯、
冷气机和冰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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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庭形容是最恶劣案件之一 
强奸性侵四个女儿　男子监33年两个月鞭24下

被告卡梅伦醉酒闹事，不仅打扰在路边进行工程的工人，还在警车上攻
击和辱骂警员，他昨天认罪判刑。（海峡时报）

澳籍机师醉酒闹事袭警
判监10周罚款5000元

李显龙总理和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后排穿白衣者）昨天在宏茂桥专科中心临床主任郭仲杰副教（左）的陪同下，参观新的
专科中心，并了解取药过程。（陈笃生医院提供）

梁建鸿８月卸任 

陆交局前局长鄞云斌将接任SMRT总裁

宏茂桥专科中心与全科诊所合作　
共同管理居民健康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