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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一些劳动密集行业仍存
在贪污歪风，但随着这些行业积
极加入科技转型，自动化系统减
少了沟通的需要，也进一步协助
遏止贪污问题。
　　贪污调查局副司长马俊豪
（43岁）日前接受《联合早报》
专访，阐述了反贪人员如何借助
科技发展提高破案效率，也加强
管制“高风险”行业的贪污陋
习。
　　过去10多年，贪污调查局不
时接获有关集装箱物流业的举
报，早前有叉车操作员被揭每次
向卡车司机索贿1角钱至1元，否
则就拖慢装卸集装箱的速度，结
果被判入狱。由于贿赂金额小、
行贿手法隐秘，这类贪污行径逐
渐形成“行规”，引起调查人员
的关注。
　　不过，除了严厉执法并向公
众发出警告，当局也借助物流业

目前积极推行的一系列自动化流
程与措施，从源头管制贪污行
为，让意图贿赂者无从下手。

清楚记录工作流程 
自动化系统起阻遏作用
　　代表本地131家集装箱物流
运输业者的新加坡货柜储存商会
（CDAS）在2014年推出集装箱管
理系统，利用云技术使信息传递
变得更快速透明，协助运输业者
缩减排队时间和增加送货量。
　　商会副主席吕耀顺（47岁）
指出，目前约有七成业者采用这
套管理系统。每次有卡车司机准
备抵达集装箱中转站装卸货，中
转站职员会预先获知他们的订单
详情，通过平板电脑直接指示叉
车操作员，省下他们与卡车司机
沟通的麻烦。
　　如此一来，不仅卡车司机排
队等候的平均时间，能从两小时
减至19分钟，叉车操作员也不敢
偷偷向卡车司机索贿，因为系统

会清楚记录他们的工作流程。
　　吕耀顺说，接下来一两年，
越来越多集装箱中转站将启用全
自动化流程，职员只需坐在办公
室内操作叉车，待卡车司机驶向
指定位置完成装卸即可。
　　以往曾参与调查这类贪污案
的马俊豪指出，在中转站索贿和
行贿的手法如出一辙，如今系统
从流程着手阻断涉贪双方的联

系，反贪人员若要搜集证据也更
容易。
　　隶属贪污调查局转型事务与
能力发展办公室的转型事务副总
监蓝俊智（36岁）则说，过去至
少20年来，当局不时也会接获涉
及海运添油业的贪污举报。
　　过去船只在添油时，燃油输
出量和价格主要交由第三方测量
师进行人工计算，燃油供应商就

会伺机贿赂测量师合谋“偷工减
料”，从中牟取差价的利润。
　　然而，根据新加坡海事及港
务管理局在2017年实行的规定，
在我国提供添油服务的油船都须
安装质量流率计量器，以科学方
式更精准地计算添油量，减低人
为制造偏差的可能性。

　　蓝俊智说，在那之后，贪污
调查局也曾接获类似举报，但有
了计算器后，调查过程就能事半
功倍。
　　“我们也会关注其他行业转
型推出的新措施，探讨如何与我
们的调查工作起到相辅相成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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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岛快速公路朝大士方向路
段前天发生连环车祸，一辆卡车
行驶时不知何故失控跨过分界堤
冲向对面马路，逆行近50米后又
撞上分界堤，一辆尾随它的罗厘
相信为了闪避不慎翻车，而对面
车道的两辆汽车也疑为闪避而撞
在一起。
　　这起车祸发生在前天中午12

时48分，地点是泛岛快速公路往
大士方向，靠近裕廊水道通道的
出口处。
　　据《联合早报》了解，一辆
卡车当时在裕廊水道通道出口处
附近的最左边车道，结果不知何
故失控，整辆卡车失控转向右
边，横跨三条车道后，撞过中间
的路堤，并继续行驶近50米后再
撞回分界堤才停下。
　　当时，也是朝大士方向、行

驶在卡车后方的罗厘司机疑似受
惊吓，将罗厘闪避至路旁时不慎
翻车；而反方向车道的两辆汽车
疑因看到卡车冲过分界堤后迎面
驶来，结果纷纷闪避而相撞。
　　目击者张绮恩（41岁，自雇
人士）指事发后卡车司机的表情
看似有点呆滞，而其中一辆相
撞的轿车司机从车上抱出一名孩
童。“对面车道还有一辆四轮朝
天的罗厘，当时司机和乘客自己

从罗厘爬出来。”
　　读者提供的照片显示，卡在
分界堤的卡车车头凹陷，而相撞
的两辆汽车中，一辆的车顶和挡
风镜也严重损毁。
　　警方受询时证实这起事故，
并指车祸涉及两辆汽车、一辆大
卡车和一辆罗厘。一名35岁男司
机和车内的五岁男童过后在清醒
的情况下被送往国大医院救治。
　　调查还在进行中。

卡车失控撞泛岛快速公路分界堤　罗厘轿车疑闪避肇连环车祸

贪污调查局副司长马俊豪接受访问时透露，本地一些劳
动密集行业如集装箱物流业仍存在贪污问题，当局除了
严厉执法，也借助物流业目前积极推行的一系列自动化
流程与措施，让意图贿赂者无从下手，反贪人员若要搜
集证据也更容易。

贪污调查局副司长马俊豪：

科技有助查案人员破案减少贪污

　　我国在2017年4月推出新加
坡反贪管理系统标准，至今有
七家公司自愿配合落实相关措
施并获得ISO 37001认证。
　 　 由 贪 污 调 查 局 和 标 新 局
（SPRING Singapore）联合制
定的ISO 37001反贪管理系统标
准，旨在协助本地企业制定、
落实、维持和加强防贪污合规
计划。
　　马俊豪当时参与这套标准
的制定过程，他指出，许多公
司尤其是中小企业认为推行这
套标准既花钱又耗时，但从长
远角度来看，若没有及时阻止
贪污发生，公司蒙受的金钱和
名誉损失会更大。

　　“我国向来以清廉闻名，
公司可能觉得没必要花费精力
推行反贪措施，但如果商家有
意 进 军 海 外 市 场 ， 或 与 外 国
生意伙伴合作，就得确保公司
内 部 流 程 在 反 贪 方 面 有 所 保
障。”
　　除了上述这套沿用自国际
标准的反贪管理系统，贪污调
查局也推出一本供本地企业参
考的指导手册，提供一系列较
为实际可行的反贪措施。
　　每当有公司因职员被揭贪
污而接受调查，贪污调查局人
员也会与公司代表分享这些现
有标准和指导原则，鼓励他们
积极补救体制上的漏洞。

新加坡货柜储存商会副主席吕耀顺（右）和职员示范通过平板电脑指示
叉车操作员在卡车上装卸货。（特约伍书永摄）

▲车祸后，整辆卡车卡在分界堤，车头凹陷，而两辆汽车相信是为闪
避卡车而相撞，其中一辆的车顶和挡风镜严重损毁。（读者提供）

　　上星期五在星耀樟宜服装
店被全身镜砸中的女童来自厦
门，事发当天一家人原本要搭下
午的班机返回厦门，没想到登机
三小时前发生意外。女童家属
星期天回到服装店招魂，过后将
女童遗体火化。
　　《联合早报》昨天报道，
一名18个月大的女童上周五（23
日）中午12时左右，在星耀樟
宜2楼的“Urban Revivo”服装店
内，被一面疑遭撞倒的全身镜砸
中。镜子砸中女童后没有碎裂，
但女童口鼻鲜血直流，相信头部
受重创。身边的人立即寻求援
助，并为她进行心肺复苏。
　　女童过后被送往樟宜综合
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回魂
乏术。
　　据本报了解，死者是赖佳
馨（译音），来自中国厦门，一
家人当天原本要搭下午3时的班
机返回厦门，他们趁着登机前
的空档时间到星耀樟宜购物。当
时，与女童及她的母亲同行的还
有其他小孩，相信是孩子们在

嬉闹时不幸酿成悲剧。
　　本报也注意到，服装店内有
装置电眼，相信整个事发过程都
被捕捉入境，电眼视频成为还原
事发过程的关键。

服装店仍被封锁
　　据《海峡时报》报道，记者
星期天下午走访星耀樟宜时，
两层楼的服装店仍被封锁。此
外，店外也放置两个告示写着
“店面关闭”。
　　家属星期天清晨约6时也
回到事发的潮服店进行招魂仪
式。早上约8时30分，女童的母
亲和五名女亲友在一名男代表
的陪伴下抵达万礼火化场。
　　载着女童遗体的灵车在一
行人抵达的15分钟后跟着出现，
灵车前也挂着女童的灵照。
　　据观察，亲友手上提着两
三袋绒毛玩具及服饰，相信是
放入女童棺木当陪葬品。
　　从灵照可见女童留着一头
短发，样子非常可爱。女童母亲
看到女儿的棺木被抬出灵车时
悲从中来，放声哭倒在女亲友怀
里，之后被搀扶进火化场大厅。

　　一名疑涉及虐婴案的男子带
着失去意识的六个月大婴儿到中
央医院后迅速离开，他过后在惹
兰红山一带被警方截停时弃车逃
走。警方过后派出镇暴队和警犬
到场追缉，并设路障检查来往车
辆，目前仍在寻找男子助查。
　　警方回复《联合早报》询问
时说，当局前天下午1时38分接
到通知，指中央医院出现疑似虐
婴案件。

车内搜出疑似吸毒用具 
婴儿母亲较后被捕
　　警方指出，一名28岁男子当
时将已失去意识的婴儿交给医院
内的护士后便离去。当局之后立
即展开调查，并在往立达路下段
的惹兰红山一带将男子的车截
停，他随后弃车逃跑。警方在车
内搜出疑似吸毒所使用的用具。
　　婴儿的28岁母亲过后在涉嫌
虐待婴儿和毒品相关罪行的罪名
下被逮捕。
　　初步调查显示，男子与婴儿
母亲是男女朋友关系。
　　据《新明日报》报道，当时
经过现场的叶姓公务员（39岁）
受访时说，他在甘榜峇鲁路遇到
警方路障，并被要求改道。
　　“当时我也不明白发生了什
么事，只是按照警方要求，改道

而行。”
　　另一名王姓产业经理（41
岁）则说，当他经过上述路段
时，只看到一辆红色汽车撞上栏
杆，但司机已不知所终。
　　他也说，事后看到警方到附
近组屋和庙宇等多处搜查。“我
看到带着警犬的警员在组屋区到
处巡逻，好像在找东西。他们也
在惹兰红山第113座组屋楼下与

附近庙宇巡逻。”
　　一名不愿具名的男居民则
说，他在傍晚5时许看到10辆警
车停在事发周围地区，也有不少
警察后备部队的警员在场调查。
　　当记者赶到现场时，路障已
清除，不过甘榜峇鲁路朝惹兰红
山路段的巴士站却有五辆警车，
以及一辆相信正是男子所驾驶的
红色本田汽车。

　　此外，在附近的惹兰红山第
105座组屋前的路上，也停放着
两辆镇暴车与一辆黑色警车，因
此相信警方当时仍在附近进行搜
查。
　　警方随后也安排拖车将红色
汽车拖走。警方据信曾和男子展
开追逐战，导致一辆警车被撞
损，事后同样被拖走。
　　调查正在进行中。

反贪管理系统标准助企业 
制定及加强预防贪污措施

警方事后派出镇暴车到场搜寻男子，男子目前仍下落不明。（曾美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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