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14年11月13日　星期四

新闻
热线

有奇事，请拨早报热线：

1800-

7418383

或把新闻／照片传送至:
 

zblocal@sph.com.sg

97201182

奇  事  要  发   生  发   生

百胜德士准备率先划一起程车资

 李静仪　报道
leecgye@sph.com.sg

　　本地规模最小的德士公司百胜
德士要做“领头羊”，准备率先简
化德士起程车资，把现有多达五种
不同收费率划一为3元6角。
　　百胜（Prime）德士公司老板
梁南兴告诉本报，公司正征询旗下
德士司机的意见，只要有八成的司
机同意划一起程车资，百胜将立即
着手进行。
　　自2007年开业的百胜德士目前
经营900多辆德士，虽然车队在所
有业者中最小，但车款种类却最
多，约有20种。
　 　 不 同 车 款 的 德 士 起 程 车 资
不 一 样 ， 普 通 德 士 的 起 程 车 资
介于3元2角至3元8角，豪华德士
（limousine）则由3元7角及4元5角
起跳。
　　梁南兴说：“本地德士有太多
不同的起程车资，让乘客和外国游
客感到混乱，这不利于新加坡的形
象。陆路交通管理局早前跟我们讨

论划一起程车资的问题，我们准备
支持这个做法，希望日后能激励较
大业者也跟进。”

德士租金也将相应调整
　　百胜准备把普通德士和多用途
汽车（MPV）德士的五种起程车资
划一为3元6角，豪华德士的起程车
资则维持不变。
　　为了不影响司机的收入，起程
车资调整后，百胜也会相应调整德
士的租金。若原起程车资低于3元
6角的德士，收费调高后租金将上
调；若高于3元6角则会调低车租。
　　例如，原起程车资是3元2角，
每天的德士租金将调高2元；3元
4角的则调高1元；3元5角的上调5
角；原车资若从3元8角起跳，起程
车资调低两角后，车租将考虑减2
元或3元。
　　百胜有五六百辆德士的起程车
资定在3元4角，车租视不同车款而
定，例如丰田Wish的日租为80多
元，Prius德士则收115元。
　　它目前约有950名德士司机，

两个星期前它开始征询司机对划一
起程车资的意见，至今已问了100
多人，有68％同意这么做。它准备
征询至少半数司机的意见，只要八
成的人点头，它将划一起程车资。
　　梁南兴说：“一些司机担心起
程车资上调后，会影响生意，我们
会设法说服他们，也会确保有关调
整实施后，司机不会有损失，希望
能像台湾，采用划一的起程费。”

　　他说：“虽然每家公司有不同
的商业考量，但希望大家能跨前一
步，共同解决消费者多年来面对的
困扰。”

其他小业者等康福德高动作
　　不过梁南兴也表明，如果日后
其他业者跟进，把起程车资划一在
3元8角，他也会跟进以免德士司机
吃亏。

　　至于是否也会带头简化各种不
同的附加费，他说公司规模太小，
即使取消附加费，对市场也起不了
太大作用，这要看市场龙头老大康
福德高如何行动。
　　目前，本地德士有多达10种起
程车资，介于3元2角至5元，令人
眼花缭乱。
　 　 其 他 较 小 的 业 者 如 得 运
（Transcab）德士受询时说，公司得

先看康福德高会否简化车资结构。
　　经营4600多辆德士的得运老板
张建安说：“德士车资结构过于复
杂，要简化不是那么容易，以前
只有丰田皇冠（Toyota Crown）德
士，拥车证成价波动也没那么大，
如今德士收费要看拥车证走势，也
要看车款。我们规模太小，起不了
作用。”

消协：百胜此举值得嘉许
　　新加坡消费者协会理事长谢成
春受访时说：“虽然百胜是小公
司，但它准备带头简化起程车资，
减少收费太多种的情况，这是值得
嘉许的。其他业者也应效仿，如果
每家公司各自划一起程车资，至少
市场上不会有如此多种收费，减少
对消费者的混乱。”
　　不过他也呼吁百胜考虑调整起
程车资对公众的影响，“既然百胜
车队以3元4角的起程车资居多，公
司应考虑把划一的收费率定在3元4
角，这对消费者较公平”。
　　交通部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
杨莉明日前受询时说，陆交局已同
德士业者、司机和乘客进行过小组
讨论，了解个别群体对简化德士车
资结构的看法。不过车资简化是一
项复杂的工作，当局不会操之过
急，待找出一套能有效改善目前德
士服务的方案后，再做调整。

百胜德士公司老板梁南兴准备响应陆交局的号召，划一德士起程车资。（邝启聪摄）

百胜目前约有950名德士司机，两周前它开始征询
司机意见，至今已问了100多人，有68％同意这么
做。百胜准备征询至少半数司机的意见，只要八成
的人点头，它就率先将起程车资划一为3元6角。

侯启祥　傅丽云　报道
howks@sph.com.sg
pohlh@sph.com.sg

　　向公共监护人办公室申
请撤销持久授权书的老妇钟
庆春，她的精神评估报告已出
炉，并已提呈家事司法法院。
　　法院是在10月10日谕令钟
庆春（87岁）接受心理卫生学
院医药专家的评估，以鉴定她
是否有足够的心智能力自行作
出撤销持久授权书的决定。有
关报告是在本星期一提呈法
院，不过报告内容不详。

明天进行内堂聆讯
　　法院明天将进行内堂聆
讯，法官是否会做出裁决，到
时便能知晓。
　　钟庆春是在9月23日自行委托律师向
公共监护人办公室提出申请，公共监护人
办公室过后向法院申请委任独立法定专家
评估钟庆春的心智能力，它将在法院裁定
钟庆春的心智状况后，对她撤销持久授权
书的申请做出决定。
　　法院昨天为这项申请进行审前会议，
代表各方的律师都出席了会议。据了解，
各方目前正在研究报告内容，以便法院进
行聆讯时陈词。
　　钟庆春在2008年到中国旅行时认识中
国籍前导游杨寅。杨寅隔年住进钟庆春的
家。2012年7月6日，钟庆春制订一份持久
授权书，授权杨寅在她将来失去心智能力

时，为她处理财产事宜。
　　不过，杨寅后来被指
侵占钟庆春约4000万元财
产，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最终导致商业事务局、移
民与关卡局和人力部介入
调查。
 　　商业事务局过后提控
杨寅331项伪造收据做假账
罪，他原本获国家法院批
准以15万元保释，但大法
官前天撤销他的保释，将
他还押樟宜监狱。
　　杨寅的案件已经定12
月4日在国家法院过堂，一
般预料杨寅到时可能会被

加控。

　 　 杨 寅 也 面 对 民 事 诉
讼。钟庆春的外甥女莫翠
玲（60岁）以代理人身份

入禀高庭起诉杨寅，追讨杨寅滥用授权人
身份所造成的损失。莫翠玲过后将杨寅的
妻子翁燕丹（34岁）列为第二答辩人，向
翁燕丹追讨损失，并要求将全球资产禁制
令延伸到包括冻结她的资产。

外甥女要求更多时间修改诉状
　　案件昨天在高庭内堂举行审会议，由
于莫翠玲要求更多时间修改诉状，高级助
理主簿黄婷婷要莫翠玲的律师李伟明在本
月21日或之前，先提呈草拟的修改诉状，
她将在本月26日下一个审前会议上，裁定
是否批准相关修改。一旦批准，杨寅将有
14天的时间回应。

钟庆春精神评估报告出炉
撤销持久授权书申请明天或有结果

87岁的钟庆春是在2012年
7月6日制订一份持久授权
书，授权杨寅在她将来失
去心智能力时，为她处理
财产事宜。（档案照片）

苏文琪　报道
suwenqi@sph.com.sg

　　一名马来西亚籍女子受朋友之托，
携带180万新元入境，准备到赌场搏杀。
可是，她在越过兀兰关卡时遭截查，被
发现没有呈报该笔巨额款项，最后和朋
友一起被罚款。
　　这起案件于去年10月发生，是商业
事务局高级调查员谢伟民驻署警长（39
岁）参与的出入境现金申报调查中，涉
及款项最高的一起案件。
　　谢伟民说，该女子称那笔钱是一名
女性朋友之前几次在新加坡赌场赢的奖
金，而朋友当时正在赌场赌博。这名朋
友为了翻本，才托别人从她的马国住家
带那笔现金入境。
　　调查人员向赌场查证两人的说辞，
得到证实。谢伟民说，巨款出处在本
地，调查过程相对直接。如果现金源自
国外，追查源头会有些困难，这时就需
要国际刑警的援助。
　　谢伟民因杰出工作表现，在昨天内
政团队国庆奖章颁奖仪式上，获颁效率
奖章。与他获同一奖章的还有101人，包
括新加坡复员技训企业管理局（SCORE）
高级运营执行人员张光丰（54岁）。

张光丰（前排左
起）、蒋金凤、
谢伟民（后排左
起）和贾米尔在
内政团队国庆奖
章颁奖仪式上，
获颁奖章。

（邝启聪摄）

　　2003年沙斯肆虐期间，张光丰在负
责清洗医院床单衣物的部门任职，与同
事一起渡过那段艰难时期。

共颁发387奖章
　　仪式上共颁发387个奖章，包括获表
扬奖章的16人、长期服务奖章265人，以
及民防部队海外服务奖章的四人。获奖
者中有三人是双料得主。
　　获颁长期服务奖章的二级准尉贾米
尔（50岁）在民防部队服务近30年。他

原是一名消防员，在1992年接受救护电单
车计划培训后，正式成为救护人员。
　　转换工作岗位对贾米尔而言是不小的
挑战，他说：“以前我与水柱和重型器械为
伍，只想着火点在哪儿，现在要了解病患哪
里不舒服，以及如何抢救。”
　　日前，他曾碰到一名患者在洗肾时，
突然心脏骤停倒下的个案。“所幸公众通
报我们时，也为他进行心肺复苏术，争取
多些时间，才能保住他的性命。单凭我一
个人的力量是不足够的，大家一起肩负救
护的使命，我们才能变得更强。”
　　监狱署副狱所长（二级）蒋金凤（51
岁）也因多年的服务获表扬。回想在监狱
署任职的25年，蒋金凤最难忘在樟宜女子
监狱的七年时光，因为有机会和囚犯直接
接触，引导她们改过自新。
　　颁奖仪式昨天在内政团队学院举行，
由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
张志贤主持。

发现女子入境未呈报180万元现金　驻署警长获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