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静仪

为
了以进一步缩短两条
主干线的列车间隔时
间 ， 让 地 铁 川 行 更

频密。SMRT企业将耗资1亿
9500万元提升南北与东西线的
地铁信号系统。
　　这项工程将从2016年起分
阶段完工，到时尖峰时段候车
时间可从目前的两分钟缩短到
1分40秒，列车客运量有望提
高20％。
　　陆路交通管理局（LTA）
和 S M R T 企 业 昨 天 先 后 宣
布，法国泰雷兹（ T h a l e s 
Solution）亚洲有限公司获颁
这个信号系统合同。
　　有关合同的工程包括为全
长100多公里的轨道设计一套
全新的列车信号系统、制造
与安装所需的器材，以及在轨
道、地铁站、列车、车厂和运
作控制中心内测试和启用新系
统。
　　南北线与东西线地铁系统

采用的是第一代固定区块信号
系统（fixed block），根据地
形和地铁站距离等因素，把轨
道划分为有特定位置和长度的
区块。
　　系统硬性规定两列车之间
得至少相隔一个区块的安全距
离，只要前方列车未驶出某区
块，尾随的列车就不能前进到
另一区块，列车因此无法缩短
间隔时间，最快也要120秒才
能来一趟。

列车随时保持安全距离
为了让列车川行更频密，信号
系统将提升到采用最新无线
电通讯技术的移动区块系统
（moving block）。
　　新系统可“指示”川行中
的列车，随时与前方列车保持
一定的安全距离，不再受固定
区块相隔。如此一来，两列车
之间的行驶间距可缩短至100
秒。
　　它所采用的自动列车监督
及管理系统，也可随时根据情

况调整列车行驶速度，万一前
方列车突然停顿，紧急刹车系
统会马上启动，“命令”后方
列车停驶，防止碰撞。

每晚三四个小时施工
由于沿线所有地铁站、列车和
轨道等设施都得相应提升，因
此工程浩大复杂，南北线与东
西线的系统安装和测试工作各
需2年时间进行。
　　为了不影响地铁服务的运
作，有关工程将在列车结束
一天的运作后展开，每晚最多
只有三四个小时，而系统维修
与保养工作也得在同个时候进
行，施工时间有限。
leecgye@sph.com.sg

我的字典 HELPDESK
频密 pín mì: Frequently

信号系统 xìn hào xì tǒng: 
Signalling system 

因素 yīn sù: Factor

防止 fáng zhǐ: To pr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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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RIN ORIENTAL
Hold
闭市：US$1.61  +US$0.02
分析师把降文华东方（Mandarin 
Oriental）的评级从“表现优于大市”
下调到“持有”，指出它的现价较其
净资产值有很大的折让，似乎很有吸
引力。但分析师认为它无论是短期还
是中期而言，股价上升空间都有限。
公司通过管理合同，采取了轻资产
（asset-light）的业务成长道路，应该
能让它能够达到1万间客房的目标，并

巩固了它的全球品牌。
　　分析师说，酒店管理合同在2010
年享有的35%扣税前盈利率，应该能随
着规模的增加而上升。但对于香港豪
华酒店业今年和明年的每间可出租客
房收入（Revpar）成长预测，分析师
把预测从7%降至5%，以符合当地到访
游客的成长前景，并把它的目标价从
US$2.44削减到US$1.52。
Daiwa Research
读者不该只是完全依赖本版刊登的资讯，而应向资
讯来源查证。本报将不会因有人使用本版所刊登的
资讯而造成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特此声明。

PARKWAY LIFE REIT
Buy
闭市：$1.775  不变
分析师把百汇产业生命信托（Parkway 
Life Reit）的目标价从原本的2.05元略
微下调到$2。由于信托为了保守起
见，将可派发收入的一部分留存来支
付资本开支，分析师把对它作出的今
年和明年每股可派发收入预测分别调

低3%和7%，指出它这么做将减少对举
债融资的依赖，同时依然保持派发至
少90%的应缴税收入政策。
　　分析师说，它的第4季业绩符合预
期，每股可派发收入为2.47分，年比上
升3.2%，并指出它的赞助商百汇控股
（Parkway Holdings）即将重新上市，
可能显示在马来西亚会有潜在的收购
行动。分析师保持给予它的“买入”
评级，认为它的资产组合享有100%租
用率，具有防守性。
UOB KayHian Research

股市亮点

SMRT耗费近2亿
提升地铁信号系统

200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8.7%新加坡人患有长期疼痛
（3个月以上）。国立癌症中
心慈怀医术部吴冯瑶珍副教
授认为这比预计的低，因为
欧洲类似研究显示，约19％
人口有长期疼痛。
　　有不少活在疼痛中的人
不敢告诉医生，深怕医生配
吗啡，意味着死亡将近。有
的担心用吗啡会上瘾，或往
后更剧痛时会无药可救。
　　一项各国服鸦片类药物
（opioid）资料显示，新加
坡服鸦片类药物的剂量平均
每人4.5毫克，远低过全球平

均59.66毫克。
　　吴冯瑶珍说：“我们有
上世纪鸦片战争遗留下来的
历史包袱和对上瘾的担忧，
人们认为跟鸦片有关的药物
都不是好东西。但鸦片类药
物其实能帮我们更好地应付
疼痛，活得更好。”
　　连氏基金为提高公众对
疼痛治疗及慈怀护理的意
识，制作了纪录片《有生之
年》（Life Before Death）。
影片配合本月4日世界癌症
日，昨天在新加坡做全球首
映，接下来会在3 0多国放
映。

专家：服吗啡治疼痛不可怕

越来越多雇主愿意为前囚犯提
供就业机会，去年共有2872名
雇主向复员技训企业管理局登
记，较前年增加18%。
　　出狱后成功受雇以及接
受就职训练的囚犯也增加，
两者分别较前年上升了35%和
29%。
　 　 雅 诗 阁 集 团 （ T h e 
Ascott）去年9月收到来自监狱
囚犯杰克（化名，26岁）的履
历表，应征酒店客户服务员。
　　经过面试后，基于杰克态

度积极、工作热诚和有能力，
雅诗阁决定录取他，于是向新
加坡复员技训企业管理局（简
称SCORE）登记，加入为前囚
犯提供就业机会的雇主行列。
　　杰克目前在受训。他说：
“除了努力工作，我也在攻读
酒店管理的文凭课程，希望把
握机会，重获新生。”
　　过去3年，通过SCORE雇
用前囚犯的雇主逐年增加，
2009年有2118人，前年2459
人，去年登记的雇主更加踊

跃，多了413人。
　　前囚犯就业率也提高，去
年共1586人。接受就职训练的
囚犯去年则增至5477人。
　　新加坡监狱署昨天发布的
2011年统计数据也显示，前囚
犯再度入狱的比率较10年前有
显著改善，是全球前囚犯重犯
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1998年出狱囚犯的重犯
率为44.4%，2008年与2009
年出狱囚犯重犯率分别减至
27.3%与26.7%。

更多雇主为前囚犯提供就业机会
新学年开学一个月，已有13
家托儿所或幼稚园出现超过
1 0起手足口症病例，一些
情况严重的托儿所还被令停
课。
　　卫生部（MOH）接受
《联合早报》询问时指出，
从1月1日至昨天，共有10家
托儿所或幼稚园因出现超过
10起手足口症病例被列为传
播群，另3家托儿所出现超过
16起病例，被令停课10天。
　　根据卫生部网站每周更
新数据显示，过去4周，每
周出现至少300起病例，与
去年同比，每周多出一两百
起。其中，上个月20日至26

日出现463起病例，比去年同
期多将近一倍。1月27日至昨
天最新数据显示，病例虽降
至375起，但与去年同比仍多
168起。
　　 2 家在昨日最新被列
为 手 足 口 症 传 播 群 的 托
儿所是位于三巴旺一带的
Star Learners，与武吉班
让一带的童心集团（Cherie 
Hearts）。靠近纽顿的幼稚
园Barker Road Methodist 
Church Kindergarten也在
名单内。最新被令从昨天
起停课10天的是兀兰9道的
Learning Vision @Work托儿
所。

位于兀兰9道的Learning Vision @Work，因出现超过16起手
足口症病例，被令停课10天。（林国明摄）

卫生部：过去4周
出现上千起手足口症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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