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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威　报道
hengkw@sph.com.sg

　　60岁及以上的居民明年下半年率先
加入健康SG计划，跟着固定的全科诊所
或综合诊疗所预防和控制慢性病，除了
首次问诊、指定疫苗和体检免费，慢性
病药物价格也跟综合诊疗所相近。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和征集意见，卫
生部星期三（9月21日）正式公布健康SG
白皮书，让居民看固定医生，从预防做
起，控制好慢性病，长远来说，可减少
医疗体系和个人的开销及负担。
　　白皮书指出，人口老龄化和高血压
及高胆固醇等慢性病发病率增加，将对
居民在医疗、情绪和经济上造成沉重负
担，健康SG计划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减缓
这些趋势。
　　最先受惠的是60岁以上居民。他们
会在2023年下半年收到通知，让他们选
择固定的全科诊所或综合诊疗所加入计
划。

计划料两年内 
扩大至40岁至59岁居民
　　卫生部预计下来两年内，将计划扩
大到40岁至59岁的居民，之后再推广至
其他年龄层。
　　居民可选择住家或公司附近、之前
熟悉的、或雇主指定医生名单内的诊
所。加入计划的首两年，居民能更换诊
所四次，之后每年最多更换一次。
　　在接受首次免费问诊后，居民会与
全科医生共同制定保健护理计划，通过
改变生活方式或定期体检和疫苗接种改
善健康。居民之后可通过医疗保健资讯
网（HealthHub）查看和跟进计划。
　　加入计划的公民可免费接种卫生部
推荐的疫苗和接受卫生部推荐的体检，
看慢性疾病时使用保健储蓄，也不必像

目前一样要支付15％共付额。
　　另外，社保援助计划（CHAS）将推
出新的津贴级别，参与健康SG计划的居
民若要买卫生部列表上的常用慢性病药
物，药费将与综合诊疗所的价格相近。
　　为鼓励居民加入健康SG计划和保持
健康，完成首次看诊和维持健康指标的
人，可在保健促进局的积分制度下累计
保健积分，用以兑换购物或交通礼券。
　　卫生部长王乙康表示，今年3月宣布
健康SG计划以来，卫生部已向超过6000

名公众收集意见，并与私人全科医生、雇
主和社区伙伴沟通，获得各方广泛支持。
　　针对计划是否会增加本地医疗开
支，他说：“预防护理费用不会高出很
多，即使一开始会花多些钱，也不代表
预防治疗昂贵，因为如果能保持健康，
就能避免患上重病时更多的花费。”
　　白皮书指出，健康SG会是横跨多年
的战略，旨在改变本地医疗体系，将工
作重点从照料病患，转移至预防居民生
病。为营造健康SG生态圈，卫生部会动

员全科医生、社区伙伴，协助居民改善
生活方式，并为诊所提供科技等支援。
　　居民也会得到一致的护理，为此卫
生部将与医药界合作，列明常见慢性疾
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和血脂失调的护理
方案，包括推荐的检查和药物。
　　公共卫生专科医生黄长彦说：“健
康SG将目前各项资源和配套融会贯通。
我们可以引用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名言
‘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来
描述。我们目前的情况是被动的医病，

为下医，确保个人健康是医人，为中
医。白皮书所提倡的主动预防式的群体
保健则为上医。”
　　国大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
方案联合主任林方源副教授认为，要成
功推出计划，政府须摸着石头过河，让居
民和医生改变惯性，接受新医疗方式。
　　卫生部已将白皮书提呈国会，预计
在10月国会复会时进行辩论。公众可上
卫生部网站查阅白皮书内容。

卫生部将支付全科诊所服务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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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以上居民会在2023年下半
年收到通知，让他们选择固定的
全科诊所或综合诊疗所。另外，
参与健康SG计划的居民购买卫
生部列表上的常用慢性病药物，
费用将与综合诊疗所的价格相
近，也可在保健促进局的积分制
度下累计保健积分。

魏瑜嶙　报道
elynh@sph.com.sg

　　廉洁的体制是推动新加坡从第三世
界国家，跃升为第一世界国家的重要因
素。廉洁与诚信也为政府和公共机构赢
得民众的高度信任，使我国社会和经济
能取得今日卓越的发展。
　　哈莉玛总统说，新加坡这样一个
天然资源匮乏的小岛国，拥有廉洁诚信
的体制是我国的一大竞争优势；这些年
来，大家可以看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如
何帮助我国克服挑战和度过逆境，包括
最近的冠病疫情。
　　哈莉玛总统星期三（9月21日）以
主宾身份，出席在总统府举行的贪污调
查局成立70周年晚宴。在座的还有总理
李显龙、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国务资
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以及主
管公共服务的教育部长陈振声。
　　哈莉玛致辞时说，建国总理李光耀
和第一代领导团队，视诚信和能力为善
治的核心，煞费苦心地建立起人们对制
度和政府工作方式的高度信任。
　　“新加坡人清楚政府做的决定和制
定的政策都是为了公共利益，而非私人
或既得利益。这奠定了政府和人民之间
牢固的社会契约。新一代的领导人，甚
至是每一名新加坡人，都有责任守护和
维持我们所继承的一切。”
　　在坚守“诚信和廉洁”的旅途中，
哈莉玛认为，贪污调查局不仅在过去，
也将在未来扮演关键角色。我国的政治
决心、严厉的反贪法令和公众提供的线
索，都是反贪架构的组成部分。贪污调
查局也通过采纳科技，以及与其他公
共和私人领域的伙伴合作，从上游打击
贪腐行为来维护公共服务和新加坡的信
誉。
　　根据早前发布的数据，该局去年立
案调查的案件中89％涉及私人企业，仅

11％与公共部门有关。
　　李显龙总理在晚宴后发出的面簿贴
文说：“新加坡人相信法律是一视同仁
的，当局执法时也公正公平。正因为这
种时时保持的警惕，使我国成为一个值
得信赖且可靠的旅游、经商和投资地。
我们绝不能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

将调高调查人员退休年龄
　　哈莉玛也透露，贪污调查局正在检
讨如何招募和留住有经验的调查人员，
包括调整退休年龄和加强人员培训。
　　目前，贪污调查局调查人员的退休
年龄是56岁，与新加坡警察部队相近。
贪污调查局有意调高他们的退休年龄，
与公共服务的63岁一致。
　　贪污调查局于1952年由英国殖民政
府成立，不过起初因为人力和权限不
足，无法有效执法。1959年新加坡成为
自治邦后，人民行动党政府加强了该局
的组织结构，并在隔年制定了防止贪污

法令。
　　贪污调查局1969年起隶属总理公
署。为使贪污调查局不受政治和强权影
响，若总理干涉调查工作，贪污调查局
局长可以直接向总统汇报。
　　配合昨晚70周年庆，一株由新加坡
植物园培育的胡姬花特别以贪污调查
局命名。这株“贪污调查局胡姬花”
（Papilionanda CPIB），与李光耀命名
的李光耀蜻蜓万黛兰是“近亲”，借此
向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清廉国家的建国
总理致敬。
　　另外，贪污调查局出版了新书《严
谨 、 彻 底 、 无 畏 ： 贪 污 调 查 局 的 故
事》（Scrupulous, Thorough, Fearless--
The CPIB Story）。书名中的“严谨、彻
底、无畏”取自李光耀1987年在国会上
对贪污调查局的形容。
　　全书分27章，内容横跨1819年至
今，讲述我国如何铲除殖民时代留下的
贪腐问题。

李秈霓　整理
sianli@sph.com.sg

　　（莫斯科综合电）俄罗斯总统普
京星期三下令，征召约30万名预备役人
员；他也警告西方，他准备动用核武器
来捍卫俄国并非虚张声势。这是俄罗斯
在二战后的首次军事动员，标志俄乌战
争出现重大升级，甚至可能引爆更大规
模的战争。
　　普京星期三（9月21日）上午发表全
国电视讲话，宣布俄罗斯即日起进入部
分总动员状态。他说：“若国家领土完
整受到威胁，我们势必会以一切可用手
段，来保护俄罗斯与我们的人民——这
不是在虚张声势。”
　　普京指责西方对俄罗斯进行“核勒
索”，密谋摧毁俄罗斯。他说：“西方
激进的反俄政策已跨越所有界限……那
些试图用核武器勒索我们的人应该知
道，风向标可以转向并指向他们。”
　　普京说，俄军在乌军事行动过程中
形成超过1000公里的战线，他们不仅要
面对乌军，实际上更是面对整个西方军
事机器。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有必要
做出足以应对威胁的决定，即为保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俄罗斯人民
和“解放区”人民的安全，有必要支持国
防部和总参谋部提出的局部动员提议。
　　俄防长绍伊古过后说，俄罗斯可动
员的后备军人约有2500万，这项动员令
将征召约30万名有从军经验的人员。
　　他也透露，俄乌开战以来有5937名
俄军战死，这是俄罗斯时隔近半年再度
公布阵亡数据，人数远低于美国7月份估
计的1万5000人。
　　普京发表全国讲话前夕，俄罗斯在
乌东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乌南赫尔松
与扎波罗热的控制区宣布，从9月23日至

27日举行入俄公投，这些地区约占乌克
兰领土的15%。
　　莫斯科智库R.Politik创办人斯坦诺瓦
娅指出：“‘吞并’（占领区）将给普
京提供法律借口，让他得以通过威胁使
用核武器来‘保卫俄罗斯领土’。”
　　路透社则指出，普京希望通过提高
俄罗斯与北约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迫使
西方重新思考是否应继续支持乌克兰。

泽连斯基： 
普京发出动员令是因俄军士气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接受德
国媒体访问说，普京下达部分动员令是
因为俄军士气低落，并淡化了俄罗斯使
用核武的可能。他说：“我不认为他会
使用这些武器。我不认为世界会允许他
使用这些武器。”据路透社报道，动员
令下达后，从俄罗斯起飞的单程机票需
求激增，价格飙涨。
　　面对普京的威胁，西方国家纷纷谴
责俄罗斯，并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说：“虚
假的公投和军事动员，是俄罗斯软弱和
失败的迹象。”英国防长华莱士也称，
普京进行军事动员，等于承认入侵战争
失败。欧盟外交政策发言人斯塔诺则
形容，普京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核博
弈”，并表明欧盟不会承认虚假和非法
公投的结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呼吁各方
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安全关切。他说，
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得到遵守，各国
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一切有利
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得到支持。

乌克兰两核电站遭袭击恐引发核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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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健康SG有什么好处？

● 可选择靠近住家或工作地点的诊所

● 同一家诊所管理慢性病、首次看诊免费

● 卫生部推荐的体检和疫苗免费

● 买药跟综合诊疗所价格类似

● 可参加各种保健活动

● 累计保健积分，兑换购物或交通券

早报图表／卢芳楷资料来源／卫生部 早报图表／卢芳楷资料来源／卫生部

普京动员30万后备役军人 
俄乌或爆发更大规模战事

公积金三户头年利率
明年继续维持在4％

市场疲弱　进口延误
三汽车组别拥车证成价下滑

中峇鲁巴刹一带路段
永久改造为步行街

4·焦点

5·新加坡

10·新加坡

阿曼马斯喀特
沙漠中的绿洲 1·现在

60岁及以上2023年下半年可加入

健康SG提供免费体检买药更便宜

卫生部提出的健康SG计划获得各方支持。勿洛叶杨药房的家庭医生叶特丽莎（左，音译）认为，这项计划不论是对患者，还是全科医
生来说，都是双赢局面，因为参与计划能让患者更好地控制病情，也能让全科医生增加看诊人数和收入。（李健玮摄）

哈莉玛总统：廉洁诚信是我国成功要素

哈莉玛总统（左二）和李显龙总理（右二）为贪污调查局出版的新书《严谨、彻底、
无畏：贪污调查局的故事》揭幕。在旁的是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左一）和贪污调查
局局长邓兆庭（右一）。（唐家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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