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银行名义称投资可获利息
女董事骗走老妇10条黄金

蔡可涵　报道
kehan@sph.com.sg 

　　涉及公务员的暴力事件过去
几年呈上升趋势，单是去年就发
生了399起，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
十。五名年龄介于25岁至61岁的
男子因辱骂或袭警，昨早被控上
法庭。
　　警方前天（12日）发文告透
露，五人分别在四起案件中涉嫌
犯下刑事暴力、蓄意伤人、对公
务员及民事服务人员使用暴力及
恐吓性语言等罪行。
　　这五名男子是石汉通（61
岁）、陈关信（25岁）、卡尼
亚（Kanniyath Sainul Abud，29
岁）、莫哈默纳鲁拉（Muhammad 
Nazrullah，30岁）以及祖奇米
（Zulhilmi，31岁）。
　　根据控状，石汉通2018年10

月14日在巴耶利峇地铁站踢了一
名上前突击检查的警员，最后被
警员制伏并逮捕。
　　陈关信去年5月18日被指在巴
西立3道一带喝醉酒后拒绝支付
德士费。数名警员到场后，他将
一盒香烟丢向警员并对他们比中
指，被捕后在押送途中猛用头部
撞击一名警员。
　　卡尼亚去年6月22日在乌节豪
杰大厦喝醉后被指踢警员、向警
员吐口水，被捕后更试图咬押送
他的警员。根据控状，一名警员
右小腿被踢中出现淤青，另一名
则被踢中身体右侧。

一男子也涉掌掴医生
　　此外，策安保安机构的执法
人员也被攻击。去年9月27日，纳
鲁拉在芽笼16巷抓着一名查罚违

例停车的稽查员衣领不放。他的
31岁朋友祖奇米则被指头槌稽查
员，并用手推他。
　　纳鲁拉去年11月22日到黄廷

方综合医院求医时也闹事。根据
控状，他试图掌掴医生并挥拳威
胁医护人员。控状也揭露他去年2
月曾偷走一台华为手机，9月14日
更在滨海湾金沙购物商城盗走价
值680元的名牌包和墨镜。
　　纳鲁拉面对抵触反骚扰法
令、以刑事暴力防止公务员执行
任务、失信与偷窃控状，案展4月
6日，以5000元保释。另外四名被
告也获准被保释。
　　警方文告指出，近年涉及公
务员的暴力事件有上升的趋势，
但警方不会容忍这类行为，违法
者将依法严惩。
　　凡抵触防止骚扰法令者，若
罪成可被判入狱不超过12个月，
罚款不超过5000元，或两者兼
施。触犯刑事法典第353项，使用
刑事武力妨碍公务员执行任务，
若被判罪成将面对四年监禁或是
罚款，或两者兼施。蓄意伤害执
行任务的公务员则可被判坐牢长
达七年、或罚款、或鞭刑，或其
中两项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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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或传真至6319-8121 
或电邮：zblocal@sph.com.sg

今日触点

讲座

新加坡华乐团作曲家 
工作坊：作品试奏会
（13时－17时，新加坡华乐团3
楼音乐厅，免费）
在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叶聪的
指挥下，新加坡华乐团演奏在作
曲工作坊提交的九部精选作品。
报名网址：bit.ly/
SCOcomposerworkshop2020

童心稚趣读书会
（淡滨尼区域图书馆，淡滨尼天
地（Our Tampines Hub），6楼节
目区，免费）
◆ 小 书 迷 图 书 会 （ 1 4 时 － 1 5
时）：欢迎7到9岁的小朋友一起
来听故事、学知识、做手工和玩
游戏。
◆ 小 小 书 迷 读 书 会 （ 1 5 时 3 0
分－16时30分）：聆听精彩的
故事，享受亲子阅读诗光。欢
迎4至6岁的小朋友和家长一同参
与。

展览

米就是生命 
（10时－18时，至5月15日，新
加坡科学馆Hall A，门票：公民
及永久居民6元） 
新加坡科学馆与泰国国家科技
馆、台湾高雄国立科学工艺博
物 馆 联 办 ， 探 讨 有 关 米 的 历
史、文化、用途与重要性，以
及有关米的科技与研究。 
网址：www.science.edu.sg

前尘影事： 
新加坡早期华人照相馆
（星期二至日：10时－17时，至
5月3日，晚晴园—孙中山南洋
纪念馆，免费）
展出90多件源自于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期的文物，其中包括
由欧洲照相馆、华人照相馆和
日本照相馆所拍摄的肖像和照
片，凸显了新加坡在英殖民时
期多元文化的社会面貌。
电话：62567377

联系方式
电邮：zblocal@sph.com.sg
传送照片：9720-1182
网站：www.zaobao.sg
面簿：facebook.com/ 
　　　zaobaosg

（根据zaobao.sg昨晚6时
单日排行）

五大热门新闻
●  世卫宣布冠病为 

“大流行病”

● 我国扩大边境管控  
曾到四欧洲国家旅客 
不准入境

● 本地新增九起病例 
又有两名印尼公民 
飞抵新后确诊

● 李总理：我国不会进入 
红色警戒也不会“封城”

● 菲律宾宣布马尼拉封城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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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之下的口罩传奇
抢匪过去都是戴着口罩去打
抢，如今却发生抢匪只抢口罩
的奇闻。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不
惜顶着被全民挞伐的风险，征
用了其他政府购买的口罩；甚
至还有国家为了争口罩，与邻
国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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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路由器日后须符合资媒局安全标准
李思敏　报道
leesimin@sph.com.sg

　　路由器应该具备自动更新软
件的功能、用户更换的密码也须
符合复杂性要求，所有路由器日
后得符合一套安全标准，才能在
本地出售。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昨天就
拟定这套标准的具体要求展开公
共咨询活动。当局会在今年第三
季敲定并公布标准详情，制造商
和供应商之后就能开始为旗下产
品申请认证。
　　这套标准适用于所有家居网
关（Residential Gateway）。家居
网关俗称路由器，可将家庭或小
型办公室网络连接至互联网，
在本地售卖路由器的业者包括
Linksys和TP-Link等。
　　路由器等连接至网络的电子
产品如不具备网安功能，会较容
易被入侵。新加坡网络安全局之

前宣布，将在今年推出网络安全
标签计划，根据产品的网安能力
划分等级，协助消费者选购较安
全的电子产品。
　　资媒局的这套安全标准是路
由器在申请网安局网安标签时必
须符合的其中一项条件。
　　目前，市面上一些路由器仍
使用统一默认密码，资媒局通过
这次公共咨询，探讨是否要规定
这类产品不能使用统一默认密
码，更换密码时也要确保新的密
码符合复杂性要求。
　　公共咨询探讨的其他方面还
包括，路由器是否应具备自动更
新软件的功能，以及是否要关闭
较容易遭入侵的无线网络安全设
置（Wi- Fi Protected Setup）等。
　　资媒局指出，一些较新的路
由器款式已符合上述部分要求。
日后在本地出售的路由器一律得
符合标准列出的所有要求。

　　在现有条例下，所有路由器
须向资媒局注册才能在本地出
售，新标准生效后，路由器得通
过安全认证才能注册。不过当局
将提供宽限期，凡是在新标准生
效半年内注册的产品可以先上
架，在标准推出一年内获得认证
即可。现有产品同样有一年时间
获得认证。
　　获得认证的路由器会贴上资
媒局的标签。当局估计，首批获
得认证的产品最快今年底在本地
面市，明年第三季起，所有在本
地出售的路由器都会符合这套标
准。
　　资媒局指出，新标准只影响
制造和供应商，公众不必赶着更
换家中目前使用的路由器。
　　TP-Link副总经理刘结受访时
指出，公司目前售卖大约25种路
由器，所有款式已符合新标准部
分要求，包括不使用统一默认密

码，一些款式也具备自动更新软
件的功能，不过所有款式日后会
符合新标准。
　　他也说，虽然新标准认证的
检测费用由公司自费，不过公司
本来就会定期加强设备的安全功
能，因此这次的额外费用不会推
高产品的零售价。

物联网网安指南出炉 
用户可上网下载
　　资媒局昨天也推出一套物联
网网络安全指南，指导企业用户
以及供应商如何更安全使用物联
网科技。当局是在去年初展开公
众咨询，在制定这套指南时也纳
入网安局的反馈。
　　指南教导用户如何辨别以及
解决物联网系统面临的威胁和漏
洞，也提供一份清单，让用户查
询各自系统或产品是否够安全。
用户可上资媒局网站下载指南。

61岁男子石汉通在巴耶利峇地铁站
踢警员，过后遭逮捕，昨日控上法
庭。（唐家鸿摄）

郑雯婕　报道
zwenjie@sph.com.sg

　　冠病疫情导致不少学生居家
上课，又担心学习不到位，一
位大学讲师利用360°虚拟实境
（VR）直播上课，与学生互动答
疑。
　　阳光充足的户外，讲师熟练
地运用三点打灯法照亮电影场
地，并悉心解答学生的疑惑。但
现场却没有一个学生，只有一台
360°球形VR摄影机，和电影拍
摄需要用到的器材。
　 　 这 将 是 新 跃 社 科 大 学
（SUSS）影视制作课的学生们，
两周后居家学习时的情景。
　　跃大扩展实境（XR）媒体

实验室首席研究员符永忠（48
岁），在实验室里为记者演示了
360°VR直播的过程，尽管有30
秒左右的延迟，但并不影响画面
的流畅。
　　学生到时只需佩戴VR眼镜，
或单纯拖动手机、电脑屏幕，就
能看到全景影像，即使身在家
中，也能身临其境地学习影视制
作的必要技巧，并通过直播聊天
区随时提问。
　　从事影视制作教学14年的符
永忠自2018年开始接触VR技术，
他说：“大部分VR研究都集中在
如何提高这一科技本身，而我们
的研究更注重探索VR技术在教
学、社会服务方面的可能性。”

　　由于跃大有不少学生白天上
班，晚上才去上课，对一些技术
类课程来说，实践的机会难免不
足，再加上近期冠病疫情导致很
多学生不能到学校上课，传统的
文字与图表很难达到教学效果，
VR直播讲课便登上了日程。
　　跃大科技学院数字媒体课程
主任戴慧敏（44岁）称，这一计
划目前还在试行阶段，但将来有
望在全校范围内推广。
　　大三学生林昀霓（24岁）学
习过VR影片拍摄，她说：“因为
疫情的关系，在家里用VR上课是
一个办法，但如果有选择，我更
喜欢来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坐在课
室里听讲。”

　　正在学习影视制作课程的
大二学生伍祖慧（23岁）则说：
“虽然还没用过VR上课，不知道
会是什么样子，但我很快也会学
习VR课程，很期待可以提前接触
一下VR技术。”

王康威　报道
hengkw@sph.com.sg

　　女子设局假借星展银行名
义，欺骗六旬妇人将黄金拿出做
投资，称每月可得4%利息。妇
人拿出10条总值5万6000元黄金
投资，但迟迟未收到每月2240元
的利息，报警后才得知女子早已
将金条典当。
　　骗走金条的女子费南德丝
（38岁）是Rey Del财富管理公司
唯一董事，她被控2016年3月15
日欺骗一名退休航空技术师尼莎
（63岁）总值5万6000元的金条。
　　根据判词，受害人的姐姐自
2012年起就通过被告投资，但在
获得投资回报前，被告又介绍她
投资一项据说是星展银行推出的
黄金投资计划。
　　受害人姐姐没有余钱投资，
于是2016年初把被告介绍给受害
人参与这项投资计划。
　　被告当时声称，只要将金条
存入银行，投资期为三个月，每
月就能获得4%回报，但实际上
该投资计划并不存在。受害人信
以为真，答应参与，将10条各重
100克的金条交给被告，以为每
月可以获得2240元利息。
　　为了以假乱真，被告将第一
轮的2240元利息和一张带有公司
名字的官方合约交给受害人。然

而，之后每当受害人追讨利息
时，被告就会以各种理由搪塞。
　　三个月期满时，被告又称投
资期延长至六个月，并称六个月
后会连本带利将投资金额归还，
甚至还手写“保证信”交给受害
人。
　　接下来一年里，被告一直不
肯陪同受害人到银行取回金条，
甚至伪造星展银行电邮来继续搪
塞，受害人这才发现事有蹊跷，
于2017年2月23日报警。
　　调查揭露，被告在金条到手
后立即当掉，获得5万2000元现
金。
　　被告于今年2月6日认罪后，
被判坐牢七个月。她不服判决提
出上诉，目前保释在外。
　　被告的代表律师求情时说，
被告对自己的行为后悔，并把5
万6000元归还给受害者，因此要
求法官判处被告短期坐牢加罚
款。
　　控方则认为被告在行骗过程
中出示许多假文件，显示经过详
细策划，而且被控后才做出补
偿，不应予以考虑，要求判处她
至少九个月监禁。
　　法官下判时说，被告最终归
还款项，减轻了对受害人的经济
影响，下判时应该纳入考量，因
此判被告坐牢七个月。

符永忠（中）在实验室示范360°虚拟实境直播教学，学生可选择佩戴VR眼镜，也可直接滑动手机或电脑屏幕上来观看现场360°全景。（陈来福摄）

从事影视制作教学14年的

符永忠自2018年开始接触

VR技术，他说：“大部分

VR研究都集中在如何提高

这一科技本身，而我们的

研究更注重探索VR技术在

教学、社会服务方面的可

能性。”

疫情时期让学生居家学习　新跃社科大学以VR直播上课

更多精彩内容，见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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