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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前日（24日）报
道《额外买方印花税，税务
局征得4.5亿》一问中，标
题误将“去年12月至上月
底”植为“去年8月至上月
底”。此外，政府是在2011
年12月实施“额外买方印
花税”，而不是文中刊载的
2010年2月。特此更正。

更正

脱售5亿股新电信股权

淡马锡控股
可筹16亿资金
　　淡马锡控股将脱售5亿股新电
信股权，并可筹得16亿新元资金。
　　相关文件透露，淡马锡控股
准备以3.20元至3.25元的价格脱售
4亿股新电信股票，最高估计能筹
得13亿新元，外加选择性脱售1亿
股，整个交易的收益将提升至16亿
2500万元。
　　这个脱售价比新电信昨天
3.33元的闭市价，低了约2.4％至

3.9％。
　　淡马锡控股发言人昨天证实这
项交易，并表示淡马锡控股会不时
调整长期投资计划，但将继续保有
新电信大股东的地位。
　　摩根士丹利和花旗集团是这次
售股活动的联合账簿管理者。
　　淡马锡脱售股票的消息证实
后，新电信的股票今早一开市就下
跌17分，报3.16元

　　此外，淡马锡控股准备出售所
持有的18％渣打银行股权的消息传
出后，渣打银行股价下跌3.6％。
　　昨晚在伦敦交易时，渣打银行
下滑3.6％到14.28英镑（约28元44
角新元），是欧洲银行指数股中表
现最差的。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淡马
锡控股有意出售所持有市值64亿英
镑（约128亿新元）的渣打银行股
权，但没有在积极洽谈中。
　　针对有关消息，淡马锡控股和
渣打银行受询表示不愿置评，而业
内人士也向路透社表示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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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售所持渣打银行股权

职总秘书长接班人

王乙康传辞职
转投私人企业

贸工部报告

‘铁膀胱’医生
不吃喝 不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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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医生为进行18小时手术，不
吃不喝也不上厕所。
　　伊丽莎白诺维娜医院的耳鼻喉科高
级顾问邱俐忠（46岁），是著名的头
颈外科医生，每年至少会进行一两起长
达16至18小时的鼻咽癌切除术。他几
乎每次都是一口气完成，间中不吃饭、
不喝水，也不上厕所。

　　一般在进行长时间手术时，除非状
况紧急或涉及大团队，否则医生其实是
能休息的，但邱医生已经养成一气呵成
的习惯。
　　邱医生说：“可能是以前读男校训
练出来的吧。男校的厕所非常脏，脏得
我宁可不用，所以经常会从早上一直忍
到下课。我们食堂的食物也很难吃，所
以我在学校也都不吃东西。”
　　邱医生强调，“当你专注在手术
时，真的不会有饿的感觉。”
　　邱医生不上厕所的做法，也让他赢
得“铁膀胱”的称号。

　　美佳海鲜餐馆是医生们在
晚上10时前，全力完成手术的
动力。
　　邱医生透露，医生一般上
会在早上8时进入手术室，通
常会在晚上9时左右收工，但
到了那个时候，附近许多餐馆
都已开始打烊了。
　　邱医生与同事经常都会光
顾汤申路一带的美佳海鲜餐

馆，可是如果在11时之后上
门，可就只有吃闭门羹的份儿
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到那
里去的话，就会尽量在10时之
前完成手术。”
　　如果来不及的话，怎么
办？“那我们就到马里士他
路吃肉骨茶。到时，我可以
一口气吃完3碗，太有满足感
了。”

　　其实，邱俐忠医生坚持手
术要一口气做完，是为了病人
的安危着想。
　　邱医生说：“麻醉只要超
过6个小时，产生并发症的风
险就会提高。”

　　他指出，他所负责的手术
通常很可能超过8小时，而且
很多病人都是年长者，因此更
需谨慎。“能够在8小时内完
成，又何必拖延？”

林宜蓁 报道
limyz@sph.com.sg

　　公积金联合户头存款所享
有的4％利率，将延长至明年12
月。
　　公积金局今早发表文告说，

鉴于全球经济展望不明朗，及持
续较低的利率环境，政府决定一
直到2013年12月31日前不会调低
联合户头（特别、保健储蓄和退
休户头，简称SMRA）的最低利
率，继续保持在4％。
　　此外，当局将依旧让所有公

积金户头总数的首6万元（包括普
通户头的首2万元），享有多一个
百分点的利率。
　　这是政府自2008年1月1日起
采取新措施以来，连续第三年决
定不调低联合户头的最低利率，
而是继续维持在4％。

公积金联合户头4％利率 延至明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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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观察家表示，王乙康加入私人企业
界，不意味着必定退出政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蓝
平儿说，如果王乙康仍活跃于基层组织，那么
就算加入私人企业界，下届大选还是可能代表
行动党出征。
　　“王乙康双语兼通，行动党要寻找有王乙
康这样素质的候选人并不容易，加上现在代表
行动党参选已经不一定‘包赢’，因此就算他
卸下职总职务，只要依然在基层活跃，还是可
能参加下届大选。”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陈庆文则
说，加入私人企业界可以开拓王乙康的视野，
但他被栽培为职总的接班人，现在辞职或许意
味着政治对他来说，已经是次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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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谣言传久变成真？职总秘书长接班人王乙
康，惊传辞职转投私人界怀抱。
　　曾在去年全国大选中，被认定有部长潜质
的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王乙康(43岁），据说
将辞职到私人企业界发展。
　　《今日报》今天报道，王乙康前天在职总
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表明，他有意辞去在职总的
所有职务。
　　王乙康要离开职总、退出政坛的传言，在
他代表人民行动党捍卫阿裕尼集选区失败后，
就一直甚嚣尘上。
　　总理李显龙当时说，将会在适当的时候，
把王乙康引进政府。
　　针对是否会参加下届大选，他三个月前在
一个访问中说，他会继续对政治表现热忱，但
就算不在政坛，仍然可以继续为民服务并做出
改变。
　　“留在政坛，不一定表示你就能做出改
变。”
　　职总秘书长瑞生今早出席活动时，不愿意
回答记者有关王乙康的任何提问。
　　职总发言人告诉《今日报》，目前还没有
收到王乙康的辞职信。
　　本报尝试联系王乙康，但至截稿为止，仍
然没有回应。

　　贸工部指出如果不引进外国劳工，
我国经济发展将停顿，而让经济每年取
得3％到5％的适度增长，比低速增长
对国人更有利。
　　贸工部昨天发表《人口与经济》专
题报告，从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层面的
影响，详述政府将采取三管齐下的方
式，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冲击。
　　报告说，适量的外来劳动力仍扮演
重要角色。报告也阐明政府将致力重组
经济并提高生产力，同时提升劳动力参
与率，让更多女性和年长者加入就业队
伍。
　　贸工部长林勋强说，人口老龄化将
导致新加坡劳动力人口从2020年开始
萎缩，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他透露，我国的经济目标是每年取
得3％至5％的增长，其中2％至3％来
自生产力的提高；这意味着，本地的劳
动队伍每年得增加1％至2％，然而面
对本地人口下降，我国必须引进外劳。
　　根据经济战略委员会的论述，3％
至5％的增长意味着国家将更有条件实
现包容性增长，并让更多人分享增长果
实。
　　他指出，国人大可说，他们不介意
1％的经济增长，如果真的是这样，那
么大家至少要清楚他们失去什么。
　　“在低增速的情况下，一切都将沦
为‘重新分配的政治’，为了如何切分
一个变小的蛋糕，所有人都会争论不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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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型企业委员会警告，政府收紧外劳政策已经打击本地中
小企业，一些中小企业可能无法生存。
　　工商联合总会（SBF）领导
的中小型企业委员会在文告中
说，中小型企业面临本地劳动
力短缺及外来劳动力受限的双
重挤压，它们已在缩小规模，
或在考虑迁移或关闭运作，最
终结果将是工作机会的流失。
　　中小型企业占本地企业总
数的99.2％，雇用总劳动人口
的约65％。中小型企业委员会
一直都有向政府提出人力短缺
的困境与挑战。

为品尝美食 全力完成手术

为病人安危着想
坚持一口气做完

连续18小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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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对邱俐忠医
生来说，已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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