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了解气候变化冲击
专家：有应对知识但缺乏付诸行动意志

截至8月

资讯通信和医疗业就业培训机会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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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文媒体集团zaobao.sg的优
秀数码作品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
彩，在美国互动及视觉艺术学院
举办的第15届“w3大赛”（w3 
Awards）上荣获一金一银。
　　zaobao.sg和《海峡时报 》
联合制作的美食节目《味！吃什
么？》由zaobao.sg数码记者李宇庭
和《 海峡时报》记者傅眉妍联合
主持，以中英双语介绍本地美食
的独特风味 。这个系列节目在全

球众多角逐作品中脱颖而出，获
得社交视频组别的饮食组金奖。

《他们的70年》特制专题
赢得网站类别艺术指导银奖
　　今年3月推出的《味！吃什
么？》至今已播出四集，主持人
以酸、甜、苦、辣四味为主题，
介绍传统与创新美食。节目附有
中英文字幕，公众可通过《联合
早报》面簿和zaobao.sg的YouTube
频道，或扫描文末的QR码观看
《味！吃什么？》。

　　去年配合中国成立70周年推
出的《他们的70年》长篇数码特
制专题，则在w3大赛中赢得网站
类别艺术指导银奖。
　　该专题从五个平凡中国人的
经历与视角出发，回顾中国建国
70年的历程，以视频和大量图像
搭配深入访问，向一代代的中国
人致敬，书写他们的中国故事。
受访者来自不同背景，生于不同
的时代，其中包括文革期间因
“上山下乡”而失去升学机会的
知青、创业成立互联网公司的年

轻人和透过直播平台谋生的网
红。公众可上bit.ly/zb70years阅览
《他们的70年》长篇特制专题。
　　今年的w3大赛共吸引全球超
过3000份作品参加，奖项类别横
跨网站、手机应用、播客节目和
视频等。其他得奖机构包括国际
咨询公司麦肯锡、审计事务所普
华永道和中国电信。

扫描QR码
收看

《味！吃什么？》节目

国际舞台大放异彩

zaobao.sg获颁美国艺术学院一金一银媒体奖

zaobao.sg数码记者李宇庭（左）和《海峡时报》记者傅眉妍主持的
《味！吃什么？》双语美食节目获得w3大赛社交视频饮食组金奖。

（zaobao.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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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8月，提供最多就业、培
训和实习等机会的两个领域分别
为资讯通信业和医疗业。其中，资
讯通信业提供的机会近两万个。
　　根据人力部昨天发表的第八
份就业情况报告，截至8月，透
过“新心相连”就业与技能配套
提供最多就业、培训和实习等职
场机会的五大领域，分别为资讯
通信业、医疗业、专业服务业、
金融保险业及制造业。这些都是
取得增长的领域。
　　专业服务业涵盖面相当广，
包括建筑设计与工程业、顾问
业、企业总部活动与商业代表
处、会计业、设计业、广告与行
销业、法律业。
　　提供最多就业、培训和实习
等机会的五大领域中，资讯通信
业和医疗业分别提供1万9860个机
会和9240个机会。其中，资讯通信
业者提供的培训和实习等机会，
有过半是让经验不足者申请的。
　　专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
制造业提供的机会则分别为7610
个、6200个和6100个。
　　如果单是看固定工作机会，医
疗业的这类机会最多，达6850个；
第二多是资讯通信业，有6700份。

　　至于固定工作的配对方面，
截至8月，食品服务业为求职者
提供最多固定工作，1640名求职
者成功受聘为餐馆经理、业务发
展经理和烘焙师。同个时期则分
别有940人和890人，投入专业服
务业和资讯通信业的固定工作。

王瑞杰： 
探讨改善工作配对过程
　　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
及财政部长王瑞杰昨天走访三和
集团，了解这家建筑业者多年来
如何推动研发与创新后接受媒体
访问。王瑞杰说，工作配对并不是

那么直截了当的过程。但如果大
家持续努力，求职者就能找到他
们可能会喜欢的工作。与此同时，
他们也可以参与一系列的培训。
　　“我想我们可以加强培训，
提供很好的一套培训计划协助国
人掌握新技能。希望我们的员工
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计划。与此同
时，我们也会探讨如何改善工作
配对的过程，如何更好地使用数
据库系统为国人配对工作。”
　　王瑞杰日前在国会发表部长
声明时说，一系列的经济援助措
施有助缓和居民失业率，在两年
里防止约15万5000份工作流失。

截至8月，透过“新心相
连”就业与技能配套提供
最多就业、培训和实习等
职场机会的五大领域，分
别为资讯通信业、医疗
业、专业服务业、金融保
险业及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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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面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并不是不了解（发生原因与应对
方法），而是缺乏将知识付诸于
行动的意志。”
　　国际权威海洋学家、美国
国家地理协会探险家西尔薇娅
（Sylvia Earle）博士昨天在由
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地球与观
测研究所（Earth Observatory of 
Singapore，简称EOS）主办的一
场线上纪录片首映礼暨座谈会表
示，东南亚是全球受气候变化冲
击最大的地区之一，但同时也处
于利用技术和知识解决问题的第
一线。
　　“我们有知识武装自己，这
是前人未曾掌握的。”
　　海洋对气候变化起着缓冲与
调节作用。也是EOS科学顾问委
员会成员的西尔薇娅认为，东南
亚海洋健康最为明显的警示讯号

是珊瑚白化。
　　海洋温度长期升高导致生活
在珊瑚组织中五颜六色的藻类消
失，珊瑚最终死亡，也断送藻类
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的机
会。二氧化碳是导致气候变化的
元凶之一。

2100年将有逾10亿人 
居住低洼沿海地区
　　到了2100年，全球将有超过
10亿人居住在低洼沿海地区，其
中七成是东南亚居民，面临更严
重的洪水和风暴潮。EOS主任霍
顿（Benjamin Horton）教授说，
受冰盖融化引起两极引力减弱等
影响，届时新加坡等赤道地区上
升的海平面将高出全球平均水平
至少两成。
　　另一名与会嘉宾菲律宾Oscar 
M.  Lopez气候变化适应和灾难
风险管理基金会总干事拉斯科
（Rodel Lasco）博士则以台风重

灾国菲律宾为例说，除了大量人
口面临沿海灾害，气候变化将改
变降雨分布，未来台风数量可能
会减少，但冲击会更为强烈，打
乱粮食供应。
　　谈到如何有效应对气候变
化，霍顿指出，当务之急是减少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各国
要达致《巴黎协定》中的减排承
诺，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比工业化
前水平高2摄氏度。
　　EOS推出的系列纪录片“气
候影响亚洲”（Climate Impact 
Asia），通过跟随科学家团队在
新加坡、泰国和尼泊尔等地研究
的脚步，从海平面上升、沿海灾
害、粮食安全，以及地壳构造与
火山活动四大主题深入了解不断
变化的气候系统将对本地区产生
的深远影响。一小时长的纪录片
将于本星期天（11日）晚8时在
星和422频道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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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万7500个“新心相连”就业与培训机会
（截至今年8月）

资料来源／人力部

注：今年4月至8月提供的机会，不包括今年4月至明年2月间的职业转换
计划和“实习与培训”计划（Attach and Train）。数据进位至十位。

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及财政部长王瑞杰（右二）、人力部长杨莉明（左一）和贸工部长陈振声（左二）
昨天由三和集团高级技术经理李迎宾博士（右一）陪同，走访三和集团旗下的研究与发展中心，了解这家公司
如何投入资源进行研发，推动创新。（陈渊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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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杰琳（23岁）今年大学
毕业碰上冠病疫情，花了两三
个月找工作，但履历都石沉大
海，最后只好接受室内设计与
装 修 公 司 录 取 她 为 毕 业 实 习
生。
　　这名南洋理工大学艺术、
设计与媒体学院毕业生在4月至
6月间发出五六十份履历，只有
三家公司邀请她去面试。
　　其中一家是个财务咨询公

司，与她的专业无关。另一家
公司招聘的是正职设计师，面
试后就没有消息。最后一家是
她现在实习的公司WEDA。
　　许杰琳接受《联合早报》
访问时说：“因为想要较高报
酬，存钱买房，刚开始有点失
望 ， 还 好 现 在 的 工 作 环 境 注
重 学 习 ， 我 也 能 尝 试 不 同 任
务。”
　　她目前在公司旗下新设的
业务单位Greyline Solutions担任
平面设计师，除了设计工作，

她也有机会参与打造品牌、撰
写文案、制定社交媒体策略、
设计网站，以及准备客户简报
的工作。
　　根据劳动力发展局，“新
心相连”毕业实习生与所属公
司非雇佣关系，公司不会为实
习生缴交公积金存款。实习生
津贴一般也不多。
　　WEDA董事梁铭生（49岁）
受访时说，新业务单位专攻以
预制箱搭建的速成建筑如客工
宿舍或快闪店，在新加坡是新
兴 领 域 ， 存 在 不 确 定 性 。 他
说，如果实习生表现良好，可
考虑转为长期员工。

大学毕业当毕业实习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