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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地保障本地白领员工
的权益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
题，全国职工总会正在探讨保留
特定工作或领域的就业机会给白
领熟龄员工。
　　年满40岁的专业人士、经理
和执行员（PME）一旦失业，往
往更难找工作，需要更长时间过
渡到新岗位。因此，职总也在研
究制定一种“过渡性保险”，作
为这些失业者的安全网。
　　配合五一劳动节献词的发
布，职总秘书长黄志明昨天受访
时分享在探讨的上述点子，以帮
助PME应对经济不明朗的影响，
尤其是熟龄员工。
　　拟议中的计划还包括与人力
资源专员加强合作，确保熟龄员工
获得公平雇佣机会和就业保障。
　　黄志明说，任何措施都需要
时间仔细斟酌，以平衡各方利

益，在保护本地员工的同时，避
免削弱我国吸引人才的竞争力。
　　他补充说，保护本地PME的
法律和政策已经存在，解决问题
的缺口是实际的落实工作。“我
们必须通过工会和PME加强影响
力，持续监督以及与雇主磋商，
以落实这些政策。”

不到两成是会员 
黄志明呼吁PME加入工会
　　本地劳动队伍约有六成是
PME，但只有约10％到15％是工
会会员，工会要更有效地代表这
个群体，须呼吁更多人加入。
　　黄志明希望去年10月成立的
劳资工作组除了更深入了解PME
的诉求，也能传达职总可以代表
他们集体发声的信息。职总和新
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领导的工作
组预计今年下半年公布相关调查
结果和建议。
　　职总在过去几个月征询了近

8000名PME的意见。根据职总文
告，冠病疫情导致这些白领的主
要关注点有所改变，现在他们关
心职业发展之余，也担心缺乏就
业保障和工作机会。对于40岁及
以上的熟龄员工，他们更担心受
年龄歧视。
　　另外，职总今年3月针对1000人
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近九成受访
者认为工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希
望有组织代表他们反映问题。
　　然而，不少人并不清楚工会
实际上能扮演这个角色，约58％
表示不了解职总的工作，43.2％
则不认为或不确定自己可以加入
工会。有四分之三受访者不是工
会会员。
　　联合领导PME工作组的职总
助理秘书长郑德源指出，资讯通
信、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领域
的白领普遍对职总缺乏认识，
而这些领域的就业人数正持续扩
大，工运须加大力度接触他们。
　　另有员工反映，所属公司不
允许他们加入工会。郑德源说，
人们对成为工会会员，以及有工
会代表他们存在误解。事实上，
劳资关系法令只限制工会不可代
表五类执行级员工，但这些员工
还是可以成为一般分会会员。

　　劳资关系法令上次在2015年
修订，允许蓝领工会代表大部分
PME进行集体协商谈判。郑德源
认为是时候再检讨劳资关系法令，
让工会更好地代表白领员工。
　　职总约两年前定下最迟在
2030年达到150万名会员的目标。
黄志明透露，相信会员人数今年
能跨过100万大关，职总有信心在
期限内达成目标。
　　职总也在积极接触中小企业
和各商会，至今已超过200家中小
企业设立工会。自由业者和自雇
人士也是职总关注的群体之一。
　　黄志明和职总会长雷家英在
五一献词中说：“职总在今年庆
祝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将继续
维护员工的权益并探索各种方
式，共同创造更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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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女是同学也是同事，如今
更相继从大学毕业，为本地幼教
业的发展做贡献。
　　张海桃（52岁）和许嘉慧
（23岁）母女俩相继从新跃社科
大学毕业，张海桃来自学前教育
硕士专业课程，而女儿许嘉慧则
从学前教育学士课程毕业。两人
受访时笑称，她们是同事、同学
和家人，几乎可以说是24小时都
在一起。
　　许嘉慧说，自己边读书，边
在母亲任职校长的幼儿园做代课
教师。在学校，他们要以下属和
上司的身份相处，就连一起吃午
餐时也只聊工作。在家里，则又

有一种随时被老板盯着的感觉，
新奇又有趣。
　　“当然，妈妈不会真的一直
督促我工作，因此不会觉得很有
压力。疫情期间，她召集教师线
上开会，我在房里还能听到隔壁
一直传来回声，很好笑。”
　　从九岁起便一路见证母亲在
学前教育领域耕耘的许嘉慧，视
母亲为榜样。她说，自己如今也
在修读硕士课程，未来希望利用
数码教学以及专注于行业内的数
码发展。
　　和女儿是同行，张海桃既骄
傲也很感恩。她指出，年轻人的
想法跟年长一点的教师很不同，
自己也经常与女儿有思想碰撞，
让她看待问题时能更全面。

　　“一直以来，我都鼓励孩子
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为了父母
而读书。但女儿受到潜移默化的
影响，也对幼教产生兴趣，让我
对这份工作更有热忱。”

逾2000名跃大生 
参加实体毕业典礼
　　跃大昨天为去年毕业的超过
2000名学生补办实体毕业典礼，
哈莉玛总统以赞助人身份出席。
　　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
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作为嘉
宾致辞时，对毕业生寄予厚望。
她说，自己毫不怀疑毕业生今后
会为各自的工作领域做出贡献，
但也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更宏大、
更广泛的目标，那就是让整个社

会变得更好。
　　“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得更
好。你们将有很多机会帮助别
人，让新加坡成为一个更好的地
方。跃大教导你们的技能，去加
以运用，做出改变。”
　　毕业于执行管理课程的吴其
谙（55岁）早已是一名事业有成
的商人。他一向身兼多职，不仅
有自己的日本餐厅，还当了超过
20年的程序员。此外，他还是新
加坡步枪协会副主席，也帮一些
公司做行销及策略顾问。
　　目前攻读神学的吴其谙说，
现在更想帮助别人，也要将一生
所学传授给更多人。“我也在写
书，其中一本关于时间管理，要跟
大家分享我分身有道的方法。”

母亲张海桃（右）和女儿许嘉慧均毕业自新跃社科大学，修读的都是学前教育类课程。她们是家人也是同行，受到彼此的影响和鼓舞，希望未来在业
内走得更远更好。（叶振忠摄）

跃大毕业母女档　是同学同事更是一家人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周四和
越南共产党中央对外部部长黎
怀忠进行视讯会议，双方重申
新越两国在政府和政党层面的
良好关系，并承诺保持密切合
作以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外交部昨天发文告公布视
讯内容。根据文告，维文向3月
19日受委出任越共中央对外部部
长的黎怀忠表示祝贺。他们也就
两国对抗冠病疫情的局势进行讨

论，期待彼此间的必要商务和公
务旅行能以安全方式恢复。
　　此外，维文和黎怀忠也针
对国际和区域事态发展交换意
见。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在深
化经济联系、能力建设、民间
交流以及新合作领域的探索方
面有进一步加强的潜力。
　　政府国会国防与外交委员
会成员王心妍和黄文鸿也出席
了视讯会议。

新越承诺保持密切合作
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随着在家工作成为常态，
妇女无须在上班和留在家照顾
家人之间“二选一”，而是有
了更多选项；残障员工也不再
须要担心自己成为劳动队伍中
的“异类”。
　　明天是五一劳动节。哈莉
玛总统昨天通过面簿发表劳动
节献词，祝国人健康快乐。
　　她指出，冠病疫情极大地
改变了职场，如果想让疫情中
采取的在家工作模式具备可持
续性，继续为员工提供机遇，
就必须改变人力政策。
　　哈莉玛表示，去年的劳动
节因处于病毒阻断期而蒙上了
一层阴影。但一年后的今天，
我 国 的 疫 苗 接 种 工 作 进 展 顺
利。今年首个季度也取得经济
增长，扭转了过去三个季度的

下滑。
　　“我国过去累积的财政储
备，使得政府能迅速为企业和
个人提供扶助，从而减轻这场
大规模危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
果。”
　　哈莉玛指出，抗疫过程并
不 轻 松 ， 前 方 道 路 仍 充 满 变
数，但她有信心人们能凭借集
体的决心、智慧，以及坚韧，
让新加坡越战越勇。
　　庆祝劳动节之际，哈莉玛
感谢人们过去一年扮演的重要
角色，尤其是那些在疫情中不
懈工作、让新加坡维持顺利运
转的员工。
　　“你们迅速调整适应新的
工作安排，学习新技能，同时
相信和支持政府的举措，这是
我们克服危机的关键。”

哈莉玛总统：居家工作模式
提供妇女及残障者更多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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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红十字会前天起展开
筹款活动，帮助印度应对冠病疫
情，截至昨天已筹集20万元。
　　新加坡红十字会日前已经通
过印度红十字会捐出五台呼吸
机，送往新德里的社区医院。新
加坡红十字会通过这次筹款活动
所募集的善款，将全数用于购买
印度紧缺的医疗用品，如呼吸

机、氧气筒、救护车、防护用
品，以及药品。

小印度为募款搭临时帐篷 
部分商家店内摆捐款铁罐
　　新加坡红十字会将继续与印
度红十字会等获得印度政府认证
的慈善机构合作，确保所捐赠的
物品及款项安全送达当地医院和
各医疗机构。
　　另外，新加坡红十字会也和

新加坡印度商会和小印度店主及
传统协会等多个机构合作，以扩
大号召力。小印度店主及传统协
会今天起在小印度一带搭建临时
帐篷，设立捐款铁罐和无现金捐
款终端机，方便公众捐款。除了
帐篷，目前也有20个小印度商家
会在店内摆放捐款铁罐。
　　捐款活动也不限于小印度。
任何有兴趣的商家都可以向红十
字会申请在店内设置无现金捐款

终端或捐款铁罐。公众则可通
过Giving.sg平台、邮寄支票或以
PayNow的方式捐款。筹款活动于
6月28日截止。新加坡红十字会秘
书长兼首席执行官班杰明·威廉
（Benjamin William）说：“许多
新加坡人都心系印度，我相信新
加坡人会慷慨解囊，支持印度的
抗疫工作。”
　　欲知详情，公众可查询红十
字会网站redcross.sg。

红十字会助印度抗疫　一天内筹集20万元

职总秘书长黄志明指出，为帮助熟龄专业人士、经理和
执行员应对经济不明朗的影响，拟议中的计划包括与人
力资源专员加强合作，确保他们获得公平雇佣机会和就
业保障。职总也在研究制定一种“过渡性保险”，作为
这些失业者的安全网。

全国职工总会
秘书长黄志明
接 受 媒 体 访
问，分享工运
正在探讨的措
施，以帮助本
地白领员工应
对经济不明朗
的影响。

（李健玮摄）

职总拟为白领熟龄员工
保留特定工作协助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