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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乒主帥孔令輝涉賭訟被停職
微博回應「代親友取籌碼」中止參加世乒賽回國受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正帶隊在德國參加世乒賽的中國

女子乒乓球國家隊主教練孔令輝涉賭場欠債風波，昨日被暫停主教練職

務。中國乒乓球協會在德國世乒賽開賽的關鍵時候，要求孔令輝立即回國

接受調查和處理。國家體育總局亦發文指孔令輝係「黨員幹部和國家公職

人員」，要求依紀依規作出嚴肅處理。

一場主題為
「 放 下 手
機，關愛孩
子」的公益
行走昨日在
山西太原街
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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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濱海灣金沙酒店娛樂場入稟香港
高等法院，指孔令輝於2015年2月19

日簽署貸款合約，向原告借取100萬新加坡
元，其中90萬新加坡元為籌碼，其餘是成
為「頂級玩家」的費用。不過，其後孔只清
還部分借款，尚欠45.4萬新加坡元（約256
萬港元），故入稟追討欠款及有關利息。
對於涉訟一事，孔令輝29日晚通過其已
經4年多沒有使用的個人微博回應，此事發
生於2015年春節期間，自己與父母及親朋
赴新加坡旅遊，在居住酒店樓下的賭場，親
朋好友進去娛樂，其間幫他們去取籌碼並留
下相關私人信息，強調並非自己賭博。他並
表示，曝出訴訟後，他查問親友，始知是親
友間與賭場有債務糾紛，導致他介入事件。
他已第一時間請欠債者出面澄清事件，並保
留借助法律保護自己的權利。
不過昨日一早，中國乒乓球協會就在官
網發出《中國乒乓球協會暫停孔令輝教練職
務》的公告。公告指，依據孔令輝本人對媒
體相關報道回應所陳述事實，認為相關行為
已經嚴重違反國家公職人員管理相關規定和
紀律要求，因此決定暫停孔令輝中國女乒主

教練工作，立即回國接受進一步調查和處
理。

體育總局：依紀依規嚴肅處理
依照中國乒乓球國家隊的現行體制，國

家隊教練員均需通過參加國家乒乓球隊教練
員競聘產生，聘期為2年，屬於聘任制公務
員。
國家體育總局也隨後針對孔令輝的問題

指出，作為黨員幹部和國家公職人員，必須
嚴格遵守黨紀國法，著名運動員、教練員更
應注重自身社會形象和社會影響，帶頭遵紀
守法。國家體育總局新聞發言人表示，體育
總局高度重視此次事件，一方面對此事造成
的不良社會影響表示深深的歉意，另一方面
將在中國乒乓球協會已作出初步決定基礎上
進一步查明情況，依紀依規作出嚴肅處理。
國家體育總局新聞發言人強調，堅決反
對並將嚴肅查處各種違背職業道德和違法違
紀行為，要求包括運動員教練員在內的所有
體育工作者引以為戒，嚴格自律，培養健康
的生活情趣，絕不容忍任何違法違紀失德行
為。

孔 令 輝 屬
聘任制公務
員。所謂聘任

制，是指相關機關根據工作需要，
對不涉及國家秘密的專業性較強的
職位和輔助性職位，參考公務員考
錄程序公開招聘，或從符合條件的
人員中直接選聘。雙方簽訂聘任合
同，一般聘用期為1年到5年，聘
任制公務員按照國家規定實行協議
工資制。同時，對於聘任制公務員
的管理，亦需要遵循公務員法的相
關規定。
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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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搜狐體育報
道，杜塞爾多夫世乒賽於德國當地時間29
日正式鋪開賽程，孔令輝被急召回國接受
調查的消息，給中國女隊前景蒙上陰影。
由於日本女隊與中國女隊競爭激烈，日本
媒體對中國女隊的一舉一動亦十分關注。
在五個單項上均拿滿名額的中國乒乓球

隊中，僅女子單打選手木子需要從資格賽
打起，她在29日的兩場小組賽不但受中國
媒體關注，還引來了大批日本記者。
28歲的木子此前因缺席國際比賽超過三

個月，排名積分被降至基礎分，沒了世界
排名，所以不得不從資格賽打起。兩年前
的蘇州世乒賽上，這名國家隊隊齡已超十

年的八一隊選手，從資格賽一路打進女單
四強，第三輪淘汰日本隊主力石川佳純，
八強賽更是沒有讓新加坡名將馮天薇拿下
任何一局。
「我們都沒想到木子的比賽受到這麼高

的關注。」兩場都在場外指導的木子的主
管教練李隼說。
一個多月前連勝三名中國高手、問鼎亞

乒賽女單冠軍的17歲日本小將平野美宇，
原本所在的分區避開了三名中國種子選
手，但根據目前的資格賽賽程，木子有可
能進入平野所在的分區。而在2015年的世
乒賽上，木子一路過關斬將，最後拿下銀
牌，並且一直以來，她對平野沒有敗績。

中日女隊競爭大 日媒密切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環境
保護部昨日發佈消息，目前第三批中央環
境保護督察組督察進駐全部結束，一個月
來，共受理舉報35,523個，立案處罰7,086
家企業，罰款約 3.3 億元（人民幣，下
同），行政和刑事拘留355人，約談6,079
人，問責4,018人。
第三批七個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於今年4
月24日至4月28日陸續對天津、山西、遼
寧、安徽、福建、湖南、貴州等省市實施

督察，截至5月28日，七個督察組全部完
成督察進駐工作。
據介紹，督察組重點關注被督察地方突

出環境問題及其處理情況，重點檢查環境
質量呈現惡化趨勢的區域流域及其整治情
況，重點督察地方黨委和政府及其有關部
門環保責任落實情況。與此同時，高度重
視民眾投訴舉報問題的查處，督促地方依
法問責，保障民眾舉報的環境問題能及時
解決。

罰款超3.3億 拘355人
督察進駐一個月來，督察組共計與353
名領導幹部進行個別談話，其中省級領導
167人，部門和地市主要領導186人。累計
走訪問詢省級有關部門和單位139個，調
閱資料5.4萬餘份，製作筆錄近1,000份，
初步核實一批黨政領導幹部生態環境損害
責任追究問題。
截至5月28日20時，督察組共計受理舉

報35,523個，經梳理，累計向被督察地方
交辦有效舉報 28,966 件。地方已辦結
23,599件，責令整改20,359家企業，立案
處罰7,086家企業，共計罰款33,587.86萬
元，立案偵查354件，行政和刑事拘留355
人，約談6,079人，問責4,018人。
據介紹，目前，第三批督察工作已進入

督察報告階段。督察組將繼續督促地方持
續推進督改工作，確保民眾舉報的環境問
題查處和問責到位。

第三批中央環保督察組問責逾四千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

道）據國家旅遊局數據中心綜合測算，
今年端午假日期間，內地共計接待遊客
8,260 萬人次，實現旅遊收入 337 億元
（人民幣，下同）。對於今年端午內地
民眾出行特點，國家旅遊局表示，受
「一帶一路」熱的影響，「絲路」旅遊
備受遊客青睞，越來越多的遊客選擇沿
絲綢之路一路向西。
據悉，假日期間出境遊客總人數達271
萬人次，同比增長7.2%。不少群眾利用
帶薪假期，將5月31日、6月1日、6月2
日三天與端午節及周末兩天休息日拼成八
天長假出行。
「同程旅遊」預訂數據顯示，受「一帶
一路」熱影響，「絲路」遊迅速升溫，俄
羅斯、波蘭、匈牙利、捷克等東歐線路的
出遊需求有小幅上升，俄羅斯7日遊等都
是非常受歡迎的歐洲遊線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蛟
龍」號載人潛水器30日繼續在世界最深處
的馬利亞納海溝下潛，最大潛深 6,699
米，獲取到岩石、沉積物、生物和近底海
水樣品，近距離拍攝到兩條獅子魚在深淵
海底的游弋影像。
據悉，這是「蛟龍」號今年在馬利亞納

海溝的第4次下潛，也是中國大洋38航次
第三航段的第4潛。當地時間7時03分
（北京時間9時03分）開始下潛，10時21
分抵達預定深度，13時31分返航，16時
40分抵達海面，海底作業時間達3小時10
分鐘。
本次下潛獲取了基岩蝕變岩石樣品9

塊，近底海水16升，沉積物樣品8管，生
物樣品海參2隻和海綿1隻；完成了環境參

數測量；新發現一處海底麻坑，觀察到海
底基岩蝕變強烈。同時，拍攝到2條獅子
魚在深淵海底游弋影像。
本潛次主駕駛傅文韜說，「蛟龍」號

2012年在馬利亞納海溝海試時，曾看到靜
態獅子魚，今天則近距離觀察到了獅子魚
在深淵海底的游動，「游起來兩個張開的
鰭像飛翔中的鳥兒的翅膀，動作優美」。
「獅子魚是深淵特徵的生物物種，牠們

通常生活在6,000米至8,000多米的深淵
區。中國科學院深淵科考隊曾在馬利亞納
海溝和雅浦海溝通過深淵着陸器獲取過
7,000多米海底的多個獅子魚樣本。對牠們
的研究有助於了解深淵魚類的起源、演化
及環境適應機制。」本航段首席科學家彭
曉彤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
從河北省文物部門獲悉，雄安新區文物
保護與考古工作站、雄安新區聯合考古
隊近日都已成立，雄安新區文物保護與
考古工作已進入全面實施階段。
聯合考古隊由5個考古調查隊、1個地

面文物調查隊、1個戰國燕南長城文物
調查隊和1個遙感考古隊組成，由省、
市、縣三級文物部門統一編隊，並邀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國家博物
館、故宮博物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等單位參與。
位於容城縣晾馬台鄉南陽村的南陽遺

址面積達42萬平方米，有專家學者認為
南陽遺址可能是戰國時期燕中都所在

地。據悉，聯合考古隊5月28日正式啟
動對南陽遺址的考古勘探工作，預計明
年2月完成調查、勘探，並完成500平
方米的發掘任務。
此外，根據聯合考古隊的工作安排，

今年7月將完成200平方公里的野外調
查，8月完成考古調查報告整理與編
寫，並組織專家對考古調查成果評審和
驗收。明年3月底完成雄安新區文物調
查專題報告。
據悉，河北雄安新區所在的雄縣、

容城、安新三縣歷史文化底蘊深厚，
文物資源豐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
成果顯示，三縣共登記不可移動文物
189處。

「蛟龍」號潛6699米
近拍獅子魚游弋

雄安新區啟文保考古工作

端午假期
「絲路」遊受熱捧

香港文匯報訊 據湖南電視台報導，湖
南長沙水果批發市場上出現不少假的進口
水果，明明是本土生產，但只要在水果表
面貼上進口標籤，就身價倍增。
據報導，在長沙的紅星水果批發市場

上，許多店家都標榜自家是「進口水果批
發」，但被媒體一一戳破。比如，有老闆
聲稱酪梨來自馬來西亞，但國家質檢總局
網站公佈的「獲得檢驗檢疫准入的新鮮水
果種類及輸出國家地址名錄」裡，從馬來
西亞進口的水果不含酪梨。同樣，越南的
榴蓮、泰國的火龍果都不在進口項目中。
在另一處批發市場，有專門售賣假冒進

口水果標籤的商店，這家店過去曾因為銷
售水果標籤被多次查處過。
執法人員表示，進口水果必須要有報關
單、關稅證明和檢驗檢疫證，否則就有造
假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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