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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酒林慾池 裸舞選秀肆虐
央視曝光星級酒店色情氾濫「莞式服務」已成產業鏈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何花 東莞報道）廣

東省東莞市色情業泛濫

問題再次引起中央媒體

高度關注。央視昨日報

道了記者暗訪東莞色情

業的情況，揭發當地多

間酒店進行名為「選

秀」，實為賣淫的活

動，曝光「莞式服務」

已形成完整產業鏈。本

報記者昨天採訪發現，

被央視曝光的五星級酒

店內有關場所仍然正常

營業，前台服務人員對

酒店涉黃並不諱言，暗

示可以提供特殊服務。

東莞警方表示，已有警

員在現場核實調查。

東莞酒店、KTV等娛樂場所空置率較
高，色情服務漸成競爭「招牌」。春

節期間，東莞色情業從「地下」漸轉向公
開，成為酒店盈利最主要的來源。

星級酒店涉黃 小姐明碼標價
央視新聞頻道昨日以20多分鐘的專題節
目，披露了東莞高檔星級酒店、桑拿會所和
KTV等場所涉黃情況，其中曝光了厚街多間
星級酒店、KTV召嫖賣淫及「裸舞選秀」等
內幕，小姐明碼標價、跳艷舞等均被記者鏡
頭真實記錄下來。
據報道，東莞涉黃場所可以提供20多項色
情「莞式服務」，已形成了完整產業鏈，前
往這些場所消費的人群中還有開公務車的中
鐵大橋局工作人員。涉黃的酒店經理直言
「並不害怕警察」。報道中涉黃的酒店分別
包括東莞虎門、厚街等5個鎮的9間酒店、
KTV及會所。央視記者兩次向110報警，舉
報中堂鎮源豐酒店和黃江鎮太子酒店涉黃，
警方接報後整個下午都並未出警。此外，東
莞多個網站色情信息廣泛流傳，嫖客在網絡
論壇中公然分享色情服務經歷。

無視黃業曝光 酒店如常營業
昨天下午，記者致電央視報道中涉事的東

莞喜來登酒店，該酒店方面表示，昨天全天
正常營業，可以預定房間、桑拿和KTV包
房，生意並未受到任何影響。前台工作人員
甚至對酒店涉黃並不諱言，還暗示記者可以
提供「特殊服務」。厚街鎮政府發言人林景
暢向本報證實，該鎮所有酒店仍然正常營
業。東莞公安局發言人何國晉則表示，警方
已經派警員到現場核實情況，如果確有違法
行為將依法採取措施。
此前，央視也曾多次報道東莞星級酒店涉

黃，2012年央視對東莞娛樂場所色情業的曝
光就曾掀起一場掃黃風暴。在百度新聞搜索
中，關於東莞涉黃的新聞報道及轉發多達
150多萬條。東莞曾多次掀起掃黃風暴，僅
去年東莞警方掃黃行動近50次，抓獲涉黃人
員逾3,000人。但這些掃黃行動僅僅停留在
不時「突擊檢查」，東莞色情業仍反覆「復
燃」，中堂鎮君湟酒店就曾在2011年 12
月、2012年6月和2013年5月3次涉黃被查
封。

酒店競爭大 盈利靠色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東莞報道）東

莞酒店業內人士稱，目前酒店業競爭壓力巨
大的環境下，「黃業」成了酒店盈利的主要
來源，當地酒店業更有一整套「ISO標準莞
式服務」體係。在涉黃酒店，全套服務都明
碼標價，根據菜單可以為客人提供各種服
務。這些涉黃場所的召嫖短訊氾濫，記者手
機就曾多次收到涉黃場所發的召嫖短訊。

擁逾90星級酒店 數量僅次京滬
據了解，東莞目前擁有90多家星級酒店，

30多個鎮街中幾乎每個鎮街都有五星級酒
店，是全國地級市中規模最大的酒店產業
群，數量僅次於北京、上海。大部分酒店都
配有桑拿和夜總會等場所。

去年以來，由於中央實行「八項規定」及大量外商撤資東莞，公務、商務接
待量減少，酒店入住率下滑嚴重。東莞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去年東莞星級酒店
高檔消費下降明顯，五星級酒店營業額下降8%，四星級酒店營業額下降
6 .7%。厚街鎮一位酒店經理表示年前12月份房間空置一半以上，房租價格打三
折仍然難攬客，越高檔的酒店受衝擊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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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央視昨日曝光記者暗
訪東莞酒店淫穢色情服務，引發中國官
方媒體炮轟，指誰在充當色情產業的
「保護傘」。
據央視報道，廣東東莞多個娛樂場所

存在賣淫嫖娼等違法行為，一些被稱作
「城市名片」的四星級、五星級酒店中
也存在明目張膽的招嫖賣淫活動，記者
報警舉報後並無警察前來調查，警方也
無任何反饋。

色情業屢禁不止
此事一經曝光，被中國媒體廣泛轉

載，責問「誰打造了法外『色情特
區』」。新華社發表評論稱，在媒體記
者對半公開化的賣淫嫖娼行為進行舉報
後，始終未見出警的畫面，相信刺痛了
很多人的神經。在不聞不問、縱容默許
「涉黃」行為的背後，究竟交織怎樣
的利益？到底誰在充當色情產業的「保
護傘」？
文章指出，東莞等地「涉黃」情況由

來已久，屢禁不止，屢打不絕，恰恰相
反，其色情服務業反而在輿論的口誅筆伐
中衍生出了一套具有「東莞特色」的色情
業標準化服務體系。原因何在？從當地執
法部門等被曝光的作為中可見一斑。
文章指稱，色情服務的出現、蔓延乃

至蔚然成風，深深地拷問地方政府部
門的監管與執法作為。事實一再證明，
色情服務猖獗之處，監管工作難辭其
咎。不淨化好自身的隊伍，又何談有效
遏制色情服務的蔓延。

瓊書記斥裸泳：有違中華傳統

滬每天百人殞命癌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

道）據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發佈消
息稱，上海癌症發病率居全國高水平，
每100個上海人裡就有1.79人是癌症患
者。目前，每天有100人死於癌症，150
人新增癌症患者。
報告顯示，上海女性罹患癌症概率高

於男性，女性為 100:2，男性為 100:

1.5。在癌症發病排行榜中，男性最易患
上的是肺癌，女性則是乳腺癌。值得注
意的是，大腸癌病發率顯著上升，在
男、女最易患癌症中都排在第2位。
報告還指出，不良生活習慣是導致癌

症病發的一大原因，如吸煙人群患肺癌
的概率比不吸煙者高數十倍，長期從事
夜班工作的婦女患乳腺癌的比例很高。

深八旬婦染H7N9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 廣
東省衛計委昨日通報，深圳一名81歲
女性8日確診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
例，已於7日因搶救無效宣告不治，該
省報告H7N9病例死亡的人數增至13
人。
深圳8日報告的該名女子家住深圳市

羅湖區，她在8日確診前，於前一天搶
救無效死亡。
肇慶懷集月8日再確診一名11歲男孩

為H7N9病例，目前患者病情平穩，在
當地的定點收治醫院住院。
截至昨日，廣東累計報告人感染

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60例，死亡13
例；其中深圳確診18例，是廣東全省確
診病例最多的城市。

安徽確診1宗 患者為六旬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玲傑合肥報

道）安徽省衛生廳9日通報，該省確診
1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現在病
情危重。患者王某某，男，66歲，宿松
縣人，8日確診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
病例。現病情為危重，在安慶市某醫院
治療。據悉，該患者係此次安徽目前確
診的首例禽流感患者。

京整治會所 健一公館停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田一涵 北京報
道）中紀委網站發佈「嚴肅整治會所中
的歪風」已近兩月，北京打壓「歪風」
初現成效。繼乙十六御膳堂和上林苑等
私家會所「關門大吉」外，曾被《人民

日報》曝光的另一個私人會所「健一公
館」已於春節期間被歇業整頓。
去年4月，《人民日報》頭版刊登題

為《多少吃喝公園中》的文章指，位於
北京東四環紅領巾公園內的一塊公用綠
地，先是變身為高爾夫球場，繼而被改
造成私人會所健一公館，1.6萬元人民
幣的最低消費，令普通民眾「望而卻
步」。報道一經刊出，引發社會普遍關
注。
相關部門曾在春節假期前回應稱，健

一公館已停止接受預訂；考慮到消費者
團圓吃年夜飯的實際需要，1月30日履
約完年夜飯訂單後，1月31日起全面停
業整頓。相關部門表示，下階段將加強
管理，將「遊人止步」的園內高檔娛樂
場所用地「還之於民」。

■涉經營色情業的厚街喜來登酒
店仍正常營業。 本報深圳傳真

官方媒體炮轟，指誰在充當東莞色情產業的「保
護傘」。圖為東莞某色情場所。 資料圖片

■健一公館外貌。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正常
人都不會在公眾場所裸泳、裸曬。」海南
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羅保銘斥責
近日發生在三亞海域邊的裸泳、裸曬行
為。他說這一種行為，與中國文化傳統不
相符。
昨日，海南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

次會議海口開幕。羅保銘在三亞代表團參
與討論《省政府工作報告》時強調，海南
向一切不文明行為說不。
今年春節黃金周期間，三亞市大東海現

外籍男子裸曬、裸游行為，一經網絡微博
等新媒體傳播開，迅速引來極大關注。
「當時上網發現，某網站半天的點擊量就
超過17萬多。」羅保銘說，這是一種傷風
化的行為，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絕不允許
有這樣不文明行為發生。
羅保銘特別強調，對這樣行為三亞市管

理部門要進行勸阻，不聽者就帶離現場，

再不聽者就進行拘留教育。
據了解，裸泳、裸曬發生後，2月5起，
三亞綜合行政執法、旅遊、公安等部門到
現場對裸泳裸曬者進行宣傳教育。三亞嚴
禁公共海灘裸泳裸曬行為將納入常態化管
理，現場安排警力全天無縫隙值守。

凡裸泳裸曬者 拘留5至10日
2月6日、8日，三亞市綜合行政執法局
執法人員已在裸泳、裸曬者較為集中區域
張貼三亞市政府《關於禁止在公共場所裸
泳、裸曬的公告》和《三亞市公安局關於
堅決打擊在公共場所裸泳、裸曬行為的通
告》(簡稱《通告》)。其中，《通告》
稱，根據有關規定，禁止以各種理由在公
共海域，海灘裸泳、裸曬，如因疾病需要
日光浴治療者請穿上泳衣、泳褲，若有違
反，公安機關將予以堅決整治和處理，並
視情節輕重處於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6日，海南當局向遊人發放禁止在公共場所裸泳的
公告，但當日仍有不少遊人在裸泳。 中新社

穗招聘會遇冷 求職者歎人工低

青海醉夫疑殺妻兒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昨日12時

30分許，青海省西寧市公安局接到群眾報警
稱，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多林鎮吳仕莊村
114號一家4口被殺死在家中。據了解，死者
分別為一名成年男子，一名成年女子和兩名
兒童。記者初步了解到該男子醉酒後將妻子
和孩子殺害，事後該男子自殺，動機不詳。
目前，警方正在進一步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茜茜昆明報道）
雲南西雙版納野象谷景區發生野象衝撞遊客
事件。事發於8日，來自普洱市的一家5口自
駕遊，到雲南西雙版納野象谷景區遊玩，其
間遇上多隻野象過河，兩人走避不及被撞
傷，其中女傷者右肩骨折，另一名男子受輕
傷。目前，相關部門已加強對肇事野象群活
動的檢測，傷者的後續醫治也在進行中。

雲南野象撞傷兩客

新聞快訊新聞快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快報》報道，廣州
「春風行動2014」異地務工人員專場招聘
會8日開鑼，首場招聘會共提供約1,000個
崗位，不過首場招聘會卻供需兩不旺。
8日上午10時，位於三元里大道的廣州

市人力資源市場服務中心現場，進場招聘
的企業只排了兩行，進場求職者也不多，
往年大排長龍的情形不再。到了上午11時
30分左右，已有不少入場企業明確表示，
準備撤了，下午不來了。
廣州一家化妝品公司的譚先生是招聘會

的常客，「去年一個上午至少收二三十份
簡歷，今年還不到一半」，譚先生一臉不
解地告訴記者，往年都是在正月十五左右
招人，人少的原因可能是今年提早了。
招工者反映人少，而前來求職者則紛紛

表示工資太低。老池夫婦倆來自安徽，一
圈走下來，老池稱「工資太低了！」老池
說之前她在浙江溫嶺工廠裡做包裝工，月
工資一般在3,400元至3,500元，最低也有
3,200元，但現場走了一圈後發現，普遍都
沒有達到每月3,000元。

受大雪影響，8日晚9時起，出入川
渝要道滬渝高速利川段發生4宗車禍，
滬渝高速雙向封閉12小時堵車10餘公
里，造成數千車輛滯留，長達10餘千
米，數百名乘客紛紛在隧道內車行橫道
內打地鋪過夜和取暖。圖為其中1宗車
禍現場。 新華社

滬渝高速封閉 數百人隧道過夜

■央視揭發東莞多間星級酒店進行名為「選秀」，實為賣淫的活動。 視頻截圖

■東莞星級酒店的「裸舞選秀」。 視頻截圖

■太子酒店桑拿中心經理介紹小姐的相關
標價。 視頻截圖 ■東莞黃江鎮太子酒店涉嫌經營色情業。 視頻截圖

■「黃流」通過互聯網流出東莞。
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