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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庭：饭局协议不具法律约束力
黄鸿年告好友违约败诉
黄鸿年指挂牌公司莱佛士教育主席兼总裁周华盛没履行承诺找
买家收购股份，使他蒙受2655万元损失。高庭法官指出，饭
局是为让两人重修旧好，非谈生意的正式场所，而且身为有经
验的商人，两人不可能在没有律师参与的情况下，立下一笔涉
及6000万余元的售股交易。
黄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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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6日晚上，在妹妹黄秀花的安排下，黄鸿年
（右）与周华盛（左）到黄秀花的豪宅吃晚餐，在饭局上
立下一份“协议”，然后两人举杯合照庆祝。
（取自呈堂文件）

本地富商黄鸿年起诉10年好友周
华盛，指后者违反在一场香槟饭局上
手写的“协议”字条，没有履行承诺
找买家收购股份。高庭法官判黄鸿年
败诉并指出，饭局是为让两人重修旧
好而办，非谈生意的正式场所，而且
身为有经验的商人，两人不可能在没
有律师参与的情况下，立下一笔涉及
6000万余元的售股交易。
据《联合早报》早前报道，拥
有“股市金手指”之称的黄鸿年
起诉挂牌公司莱佛士教育（Raffles

候任回教宗教司：

危机中更须互相扶持
社会应拒绝诋毁性言论
蓝云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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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中以负面方式利用宗
教是“根本错误”。危难中不相
互扶助，反而发表诋毁性言论的
做法，社会也应加以拒绝。
即将在3月1日接任回教宗教
司的纳兹鲁汀（Nazirudin Mohd
Nasir，43岁）在走马上任前，
在位于碧山的和谐中心接受媒体
访问。他谈到2019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的社会反应时
指出，此次疫情对回教社群的挑
战在于，让该社群更意识到自身
的社会责任。
纳兹鲁汀在答复有关宗教师
日前发表排外言论的提问时说，
网络时代人们更容易受不同观点
影响，因此回教宗教领袖会继续
为宗教师和回教社群提供正确指
导，教导他们如何应对像冠病所
带来的社会挑战。
宗教师阿都哈林（Abdul
Halim bin Abdul Karim）上个月29
日在面簿上发文，称冠病疫情是
上天对中国压迫信奉伊斯兰教的
维吾尔族人所予以的报应。他在
另一篇贴文中也指，病毒之所以
会扩散，是因为“华人在排便后
没有好好洗手，不像回教徒那么
注重卫生”。新加坡回教理事会
已就此事展开调查。
纳兹鲁汀在访谈中不点名
说：“在面对人间疾苦，社会和
全人类都须团结的时候，如果我
们不互相帮助，而是诋毁他人或
发表无助于事的言论，对这类思
想我们应回拒。”
回理会的回教宗教师鉴定计
划下也有一套所有宗教师必须遵

守的道德守则，其中一条是不诋
毁他人或造成敌意和仇恨。
应对冠病疫情，回教社群领
袖呼吁信众避免握手，到回教堂
礼拜的时候自备毯子。纳兹鲁汀
说，这些做法可能让社群感到不
习惯，但冠病疫情也让社群有机
会从全新的角度理解回教教义，
及个人卫生和信仰之间的关系。
“不同情况下的侧重点不
同……处理较困难和复杂的挑战
时，有时也需要对宗教有非常细
致的理解……这些复杂的部分，
我们得帮忙促进社群的理解。”
在对付激进思想和极端主义
上，纳兹鲁汀强调，重点不限于
拒绝暴力，也在于让信众了解不
同课题和冲突，并为化解纠纷做
出积极贡献。他说，这是“重要
的战场”，宗教领袖也将继续帮
助信众正确了解回教教义。
回教宗教司办事处下个
月起也将推出系列英语播客
（podcast），通过一些生活中容
易被忽略的人生课题，提倡回教
教义里的价值观。
网络时代人们更容易受不
同观点影响，因此回教宗
教领袖会继续为宗教师和
回教社群提供正确指导，
教导他们如何应对像冠病
所 带 来 的 社 会 挑 战 …… 但
冠病疫情也让社群有机会
从全新的角度理解回教教
义，及个人卫生和信仰之
间的关系。
——候任回教宗教司
纳兹鲁汀

与老年医学教育和研究学院合作
跃大发展老年学应用研究和教材
杨涵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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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地考察了解亚太区域的
老年服务与设施，再将当地的优
势运用在我国老年设施与机构，
这是新跃社科大学老年学硕士学
位的其中一项课程内容。
为配合社会老化的需求，新
跃大学每年会更新老年学课程内
容，同时邀请拥有丰富市场经验
的讲师与学生分享知识，让他们
获得最新的资讯。
老年学课程主任兼高级讲师
马学嘉博士说，多数学生从事医
疗与看护工作，他们报读这项课
程是为了更加了解老年人的观点
与心理。他们当中也有软件工程
师，欲通过这些课程学习如何为
老年人设计手机应用。
新跃社科大学（SUSS）于本
月5日举办“老年学研讨会系列：
老龄化与社会”，并在当天与老
年医学教育和研究学院（Geriatric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stitute，简
称GERI）签署谅解备忘录。
双方的合作包括让学生参加
研究院的实习与应用研究项目，

双方也将共同监督老年学博士生
的研究项目，合作发展老年学应
用研究和硕士课程教材，以及让
GERI职员在新跃大学授课或是报
读大学课程。
马学嘉博士说，这项合作将
能让学生掌握最新老年学的研究
发展趋势，例如预防老人跌倒。
此外，学生也可发掘老年服务的
商机，以及通过学院的导师搭配
服务扩充联系网络。
前警员朱莉安娜·约翰
（Juliana Johan，35岁）是老年学
硕士学位10年前首届毕业生，现
从事心理治疗师，这次的讲座让
她受益良多。她说，她的客户当
中很多是中年人士，他们经常面
对一些感情与性欲的问题却无处
倾诉，很多时候都压抑着，这并
非健康的处理方式。
参与这些讲座能够让她与同
僚分享工作上碰到的问题，同时
也能启发她去为客户解决困难。
她希望在未来能够帮助那些低收
入人士，因为他们无法支付昂贵
的辅导服务，可是又找不到倾诉
的对象。

Education）主席兼总裁周华盛，指后
者违反协议导致脱售股份计划泡汤，
黄鸿年要求周华盛赔偿他因无法脱售
股票而蒙受的2655万元损失。
官司去年9月在高庭开审，黄鸿
年与周华盛皆出庭供证，两人分别请
到高级律师文达星与杨康海代表他
们。高庭法官李兆坚审理后，本周一
（24日）发出书面判词，裁定黄鸿年
败诉，周华盛无须做出任何赔偿。
周华盛是莱佛士教育创办人，连
同妻子是公司大股东，持有33.58％
股份。黄鸿年及他名下的黄鸿年美术
馆则是第二大股东，持有约12.88％

马国政局动荡

的股份。两人是结识长达10年的好
友，连同家人不时一起出国，周华盛
夫妻与黄鸿年的妹妹黄秀花也是朋友
兼邻居。
黄鸿年称，2017年9月底，莱佛
士教育在他不知情下宣布私下配售新
股计划。这意味着他当时所持有的股
份会被摊薄。他随后致函董事局，要
求召开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是否罢免
周华盛所有公司职务。两人的关系在
那时候闹僵。

字条只是象征两人已和好
同年10月16日，两人在黄秀花的
洋房碰头和吃晚饭。周华盛称，当时
气氛友好，大伙儿边喝香槟边聊天。
针对莱佛士教育的分歧，两人立下一
张字条，内容为双方达成共识，由周
华盛帮忙寻找买家，以每股0.44元的
价格，在同年11月15日之前买过黄鸿
年的股份。

按照计算，买家会以6012万元买
过股份。两人在字条上签字，接着举
杯庆祝。黄鸿年也同意向董事局撤销
罢免周华盛的提议。
事后，周华盛帮黄鸿年牵线，找
到一名有意买下股份的潜在买家，但
黄鸿年却提出诸多条件，导致交易告
吹。诉方称，黄鸿年因没能在协议好
的价格脱售股票，亏损估计介于1503
万元至2655万元之间。
不过，李兆坚法官同意辩方的立
场，证据显示10月16日的饭局，是为
让黄鸿年与周华盛化解恩怨而举办的
私人聚会，所签下的手写字条是用来
象征两人已和好。
法官说：“周华盛与黄鸿年都是
有经验的生意人。倘若这是一份具法
律效力的协议，身为商人的他们会指
示律师草拟协议，以确保内容表达准
确。但他们没有这么做。”

新元兑马币破三未掀兑换潮

莱佛士坊雅吉拱廊有不少钱币兑换商开出1新元换3令吉或以上的兑换率，但仍门可罗雀。（吴伟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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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马来西亚政坛动荡影响，
令吉跟着走低，新元兑马币昨早
突破3令吉大关。但局势仍不稳
定，受访钱币兑换商纷纷表示未
见人潮赶着来兑换。
牛车水珍珠坊Crante钱币兑
换商合伙人黄素珍受访时指出，
农历新年刚过，加上受冠病疫情
影响，这期间人们对马币的需求

会比较低。
“过去数日兑换率维持在
2.97和2.98左右，如今马国政治
动荡，加上新元汇率趋稳，昨天
的兑换率微升至3.005，但长远
来看料不会大幅上涨。”
记者昨早走访莱佛士坊雅吉
拱廊（The Arcade）和牛车水珍
珠坊大厦时，多数钱币兑换商
都开出1新元换3令吉以上的兑换
率，但门前仍显得冷清清。
一名不愿具名的兑换商指

骗子冒充金管局人员
以短信索取个人银行资料
邓玮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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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出现骗子冒充金融管
理局人员，索取个人和银行资
料。当局提醒公众小心提防，
不要上当受骗。
金管局昨天发文告说，
公 众 可 能 会 从 短 信 应 用
WhatsApp、Viber或一般来电，
接到上述诈骗电话。这些电话
可能源自本地或海外，而不法
之徒会使用改号欺诈技术——
让手机出现金管局号码，以掩
人耳目。
文告说，干案者会把金管
局标志作为WhatsApp或Viber的
头像照片，并在打通电话后，
通常会骗说对方的银行账号遭
封锁或暂停，而他可帮忙解决
问题。接着骗子会要求受害者
提供账户资料，及网上银行服
务的用户名称与密码详情。
其他类似诈骗手段包括冒
充银行职员，再向受害者索取
同样的个人资料。
例如，近来不少骗子冒充
星展银行职员，谎称顾客账户
有问题，诱骗他们提供网上银

行或信用卡的资料，或把款项
转账到另一个户口。

金管局绝不向公众
索取个人银行资料
金管局提醒，公众如果接
到这类短信或电话，不要向对
方透露任何个人资料，包括网
上银行服务或信用卡资料，和
一次性密码等。“金管局人员
绝不向公众索取个人银行账户
或安全登录认证资料。”
如果接获可疑电话，公
众应立即挂电话，再电邮
webmaster@mas.gov.sg举报。
公众不应拨打来电者提供的
号码。公众也可拨打警方热
线18002550000，或上网www.
police.gov.sg/iwitness提供线索。
所有资料将保密。
星展银行发言人说，银行
从不通过WhatsApp或Viber等应
用拨电给顾客，也不会向顾客
要求网上银行、信用卡、一次
性密码等资料。银行也不会要
求顾客进行转账。顾客若怀疑
受诈骗，应立即拨电1800-3396963通知银行。

出，自从冠病暴发以来，不仅前
来我国的旅客减少很多，许多人
也取消出国计划，店里生意下跌
七成。
她说，目前马币的兑换率涨
幅还不算明显，相信多数人仍在
观望。
“原本3、4月应该是旅游旺
季，但最近都很少人兑换外币，
还有人因为不能出国而要抛售外
币。”
黄素珍也说：“如今有一部

分在本地工作的中国人陆续返
新，他们将人民币卖给我们，但
很少顾客兑换人民币，所以我们
就卖回给银行，赚回开销。”
与朋友一同前往珍珠坊兑换
马币的麦诗琦（20岁，销售业）
即将回马国休假，因此将200新
元兑换成马币，碰巧赶上兑换率
破3的时机。但她表示并未特别
留意汇率浮动，因为她经常往返
新马两国，每次兑换的数额也不
高，所以汇率的影响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