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翔宇　报道
hsiangyu@sph.com.sg

　　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
筹部长尚达曼说，新加坡希望通
过“技能创前程”计划，推动以
技能为基础的唯才制度，促进一
种新型的社会流动性。
　　尚达曼昨天以主宾身份在新
跃社科大学创校14周年庆典活动
致辞时强调，技能创前程计划是
我国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长远战
略。
　　以技能创前程计划作为经济
战略，尚达曼说，其原因很明
显，国人的竞争力靠的是技能，
这不单是踏入职场时掌握的技
能，也包括在事业和人生不同阶
段，不断精进和累积技能。对于
以技能创前程计划为社会战略，
尚达曼指出，政府最终希望通过
计划，建立以技能为基础的唯才
制度，而不是以年少时的成绩作

为才能的衡量。
　　“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流动
性。我们会竭尽所能发展这种以
技能为本的唯才制度。”
　　尚达曼说，政府也希望促进
新的社会文化，也就是从终身学
习、精深技能的掌握中获得满足
感，通过参与学习社群，推动自
己及他人在技能上精益求精的社
会风气。
　　他指出，技能创前程计划很
大程度上可促进社会的变革，而
新加坡如果在这方面交出卓越成
绩，甚至可成为国际上的领先
者。
　　但尚达曼坦言，在推动技能
创前程计划的道路上，我国刚起
步，世界各国也在探索不同方针
推动终身学习，目前这个领域尚
未有真正领导者，而各国借鉴彼
此经验的过程中，也可互惠互
利。　

成人学习学院 
成为跃大属下自主学院　　

　　另一方面，成人学习学院
（Institute for Adult Learning）昨天
正式成为隶属跃大的一所自主学
院。
　　创立于2008年的成人学习学

院，原是新加坡精深技能发展局
属下的机构。它自本月1日起重组
为跃大旗下的自主学院，接下来
会同跃大紧密合作，并借助彼此
强项，推进我国成人教育与培训
的发展。
　　尚达曼说，跃大不仅致力于

确保课程符合企业需求、提升职
场学习，也在课程安排和录取程
序等方面采取灵活度，在推动终
身学习方面扮演一个先锋的角
色。成人学习学院在培养成人教
育工作者以及推动成人教育的研
究和实践方面也扮演领导角色。

“如今，两个机构的整合，将为
我国推动技能创前程计划的工作
带来一股强大的前锋力量。”

跃大校长： 
加强合作提升学习效果
　　跃大校长张起杰教授受访时
说，跃大学生很多是为了接受持
续教育与培训，以及提升学历而
前来进修课程，成人学习学院则
着重于提升员工在职场上的培
训，这两组学生的学习场所和动
机不全然相同，但同样是成人学
生，跃大和成人学习学院可合作
找出可促成他们提升学习效果的
方法。
　　张起杰指出，成人学习学
院今后除了研究职场员工的学
习方式，也可针对跃大学生的学
习数据，例如对学生的背景、报
读的课程、学习表现等资料进行
分析，进而了解如何帮不同背景
的成人学生更好地学习。“跃大
和成人学习学院加强合作后，可
探讨提升学习的乐趣和效果，让
成人学生意识到学习并非一项苦
差，长久下来就有望在本地培养
起学习的文化。”

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强调，技能创
前程计划是我国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长远战略；政府希
望在以技能为基础的唯才制度下，国人不再以年少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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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护卫舰葡月号原本预定参加庆祝中国海军建军70周年的阅舰仪式，但最后并未出现。图为葡月号今年3月12日在马尼拉港口进行亲善访问。
（路透社）

新跃社科大学庆祝创校14周年，副总理尚达曼（右四）以主宾身份上台参与切蛋糕仪式。左起是成人学习学院
执行总监李荣安教授、跃大校长张起杰教授、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跃大董事会主席余义明、
教育部长王乙康、跃大名誉校长李庆言，以及跃大常务副校长徐继宗教授。（谢智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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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显龙总理昨天起对中国展
开五天访问，并出席在北京举行
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和世界园艺博览会。
　　总理公署文告说，李总理是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
华。他今天将出席“一带一路”
论坛开幕式，并在一场高级别领
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一带一

路合作：共塑更美好的未来”的
演讲。
　　李总理与夫人何晶今晚将出
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为到访领
导人及配偶所设的欢迎晚宴。
　　总理明天将在习近平主持的
领导人圆桌峰会上发言。他也将
与其他参会领导人举行双边会
晤。

　　这是中国第二次举行“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
官方早前公布，有37个国家的元
首或政府首脑与会。第一届论坛
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时，我国
是由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率团出
席。
　　总理公署文告也说，李总理
伉俪星期天（28日）将出席世园

会开幕式并参观新加坡展区。

世园会展出以习近平伉俪 
和李光耀命名胡姬花
　　据了解，世园会的“新加坡
花园”占地1000 平方米，是新
加坡国家公园局首次参加这么大
型的户外展览。公园局先后派出
15至20名职员前往北京参与筹

备工作，并特地安排同时展出以
习近平伉俪和已故建国总理李光
耀命名的胡姬花：“习近平—
彭丽媛兰花”（Papilionanda Xi 
Jinping-Peng Liyuan）与“李光耀
蜻蜓万代兰”（Aranda Lee Kuan 
Yew）。
　　总理公署文告说，总理下周
一（29日）将会见习近平，并与
中国总理李克强共进午餐。两国
总理将见证数项双边合作谅解备
忘录的签署。

　　此次随总理访华的有我国外
交部长维文医生、贸工部长陈振
声、环境及水源部长马善高、贸
工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以及
国家发展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扎
吉哈。同行的还有总理公署、外
交部、贸工部与国家发展部的高
级官员。
　　李总理出国期间，副总理兼
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
将代理总理职务。

访华五天　李总理今天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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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发集团（Hyflux）重组计
划有新进展，但却是一喜一忧。
喜的是来自中东的投资者有意注
资凯发4亿元，忧的是银行债权
人要求让凯发接受司法管理。
　　凯发昨天午后发文告说，正
在接触多个潜在海外投资者，以
了解它们是否对集团的业务和资
产感兴趣，包括一些可与集团发
挥协同效应的投资者。其中一个
是建造和拥有水厂和电厂的中东
投资者， 凯发已接获对方的不具
约束力意向书。投资者有意注资
4 亿元，换取凯发股权以及作为
营运资金和紧急临时资金。
　　凯发集团创办人林爱莲在
本月23日提呈给高庭的宣誓书
中说，印度尼西亚财团SM投资
（SMI）不再注资的消息令人失
望。但这也促使其他投资者找上
凯发，表示有意投资凯发的核心
业务，或收购部分资产。”
　　这些投资者主要对公司的设
计、采购和施工（EPC）业务感
兴趣。
　　之前，SM投资要求凯发不得
脱售任何资产和项目，如今凯发
可以这么做，这不仅减少集团的
流动性压力，集团也可以重组旗
下的EPC业务。
　　林爱莲提出两项新计划，新
计划只涉及优先无抵押债务和现
有资产。优先无抵押债务包括中
期票据，总计约20亿元。
　　计划一是精简和重组现有的
EPC业务，并选择把一些资产和
项目转移到一家新公司。凯发在
这家新公司持有少数股权。投资
者注入的资金，部分将用以偿还
优先无抵押债权人。
　　计划二是假设没有投资者注
资，凯发将把指定和正在进行的
项目及资产转移到一家特殊目的
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
优先无抵押债权人可以要求该公
司脱售这些资产。凯发仍会为旗
下的EPC业务寻找投资者注资。

债务延期偿付令 
高庭只允再延一个月
　　在这两项计划中，9亿元的
永久证券和优先股仍保留在凯发
的账目。
　　代表凯发的律师团昨天向

高 庭 法 官 艾 迪 阿 都 拉 （ A e d i t 
A b d u l l a h ） 汇 报 重 组 计 划 进
展，要求延长债务延期偿付令
（moratorium）期限三个月，银行
债权人表示反对。
　　法官在庭上指出，债务延期
偿付令是给公司解决问题的空
间，不应无限期延长。他也认
为，凯发提出的上述重组计划不
够具体。
　　有七家银行联合要求让凯发
和旗下子公司Hydrochem 分别接
受司法管理。凯发欠这七家银行
的债务约 6亿4800万元。
　　代表律师说，凯发展开重组
计划已经10个月，集团的现金不
断流失，投资意向书的信息也不
足。因此，银行债权人对凯发的
管理层已失去信心，尤其在大泉
水电厂违约之后。
　　高庭将于5月7日进行聆讯，
决定是否批准银行债权人提出司
法管理申请。若批准申请，高庭
将于5月13日进行第二场聆讯，裁
定是否让凯发和Hydrochem接受
司法管理。若被司法管理，凯发
的债务延期偿付令将失效。
　　法官昨天只批准延长凯发的
债务延期偿付令一个月至5月24
日。

证投会再呼吁 
林爱莲卸下主席职
　 　 新 加 坡 证 券 投 资 者 协 会
（SIAS）会长大卫·杰乐（David 
Gerald）昨天发声明说，投资者
对凯发管理层和董事会越来越没
有信心，厌倦等候凯发提出具体
方案。杰乐因此再度呼吁林爱莲
卸下主席职务，让更有能力的人
接手。

发行凯发两证券　星展尽责也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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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发：有中东投资者拟注资4亿
七银行债权人则要求司法管理

尚达曼：推动唯才制度以技能为本

技能创前程将促进新型社会流动性

　　本报4月24日封面版，第一
则索引“直落古楼洋房命案开
审，‘杀人日记’揭露女佣98刀
狠砍雇主动机”，错误刊登了
涉案女佣的照片。照片中的女
佣实属其他家庭帮佣，跟此案
全无关系，她已于去年回国。
对此错误所造成的不便，我们
深感抱歉。特此更正并致歉。

更正

　　（北京／伦敦／台北综合
讯）法国一艘军舰本月上旬穿越
台湾海峡，引发中国不满，除了
取消邀请法国参加庆祝中国海军
建军70周年的海上阅舰仪式，也
就法军舰“非法进入中国领海”
向法国提出严正交涉。
　 　  法 国 昨 天 重 申 该 国 坚 持
“海事法下的航行自由”权利，
法新社引述法国武装部队部长佛
罗伦斯·帕利（Florence Parly）
的助手说：“（法国）国家海军
大约每年穿越台湾海峡一次，从
未引发任何事件或反应。”
　　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国防部
发言人任国强昨天在北京举行的
常月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有关法
国军舰是在本月7日“非法进入
中国领海”。
　　他说，中国军方随即派出军
舰，以识别、警告、驱逐该艘法
国军舰：“中方已向法方提出严
正交涉。”他也说：“中国军队

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捍卫国
家主权和安全。”
　　任国强没有点名涉事的法
国军舰，但法国护卫舰葡月号
（Vendemiaire）原本预定参加本
周二（23日）举行、庆祝中国海
军建军70周年的阅舰仪式。不
过，葡月号最后并未出现，而
中、法两国都没有给出解释。

中国：外国舰船经台湾海峡 
须遵守中国法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
在例行记者会上仍然没有直接回
应有关中国取消邀请法国军舰参
加中国海军建军70 周年多国海
军活动的提问，只表示中方已就
该活动发布了非常详尽的消息，
“你可以查一下”。
　　但耿爽强调：“中方对外国
舰船正常过航台湾海峡，不持疑
议，同时，有关的行动须要符合
国际法，须要遵守中国法律的规

定。”
　　法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消
息，是由路透社昨天引述两名不
具名的美国官员率先曝光。对于
法国军舰此次穿越台湾海峡的目
的，或者是否企图借此主张自由
航行，美国官员不愿多加臆测。
　　美国近年密集派遣军舰通过
台海，今年首三个月更每月穿越
一次，引起北京高度不满，法国
军舰此举在欧洲国家中则较为罕
见。美国官员称，它有可能受到
美国的欢迎，但将加剧中美之间
的紧张关系，且可能促使美国的
其他盟友例如日本和澳大利亚也
考虑采取类似行动。
　　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
邓志强（Abraham Denmark）表
示，这次穿越是个信号，表明像
法国这样的国家也从军事角度看
待中国，而不仅仅是从贸易角
度。
　　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

总统蔡英文昨天出席活动时说，
台湾海峡确实是国际水域，各式
各样的军用、民用船舰，经过台
湾海峡的时候，台湾都完全、完
整、精确地掌握整个情势。

台湾：严密监侦水道 
做好自己战训本务工作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中吉昨
天受访时则表示，不评论媒体报
道，台湾要“做好我们自己战
训本务的工作”。他指出，台湾
四面环海，周边都是国际繁忙水
道，对台湾以外的船舰，台军都
会严密的监侦、掌握和应处。
　　但台湾前海军官校军事学科
部教官吕礼诗昨天透过面簿质
疑，法国护卫舰通过台海，为什
么自己不说而是美国说？为什么
月初通过时不说，而到了月底才
说？他表示，台湾海峡本来就是
东南亚与东北亚间航行的重要水
道，如果没带补给舰，也不想太
耗油，当然是首选。去年葡月号
的年度任务离开韩国仁川向南巡
驶香港时，也穿越了台湾海峡，
还在香港开放参观，“那时怎么
就没大声嚷嚷呢？”

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后被拒出席中国海军周年庆
法国重申坚持“海事法下航行自由”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