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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暫停播 NBA賽事
2019年10月9日（星期三）

外交部：中方立場已非常清楚 籲對方了解中國民意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中國青年報》報道，中國中央廣播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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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台央視體育頻道昨日發表聲明說，央視體育頻道將立即暫停 NBA 季前
賽（中國賽）目前的轉播安排，立即排查涉及 NBA 的一切合作交流。對
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當日亦回應說，中方立場已經非常清楚。

耿爽指出，中國駐休斯敦（港稱侯斯
頓）總領館已經就休斯敦火箭俱樂部

有關人士的錯誤言論向對方提出了嚴正交
涉，中國籃球協會以及休斯敦火箭隊的中方
合作夥伴都相繼發表了聲明，「中方的立場
已經非常清楚了」。
「我建議你去關注一下普通中國民眾對
此事的反應和他們的態度。跟中方開展交流
與合作，卻不了解中國的民意，這是行不通
的。」耿爽說。
另有記者提問，中方認為NBA在中國前景
如何？中方與NBA合作是否會恢復正常化？
「與中方開展交流合作，卻不了解中國
民意，這怎麼可能？」耿爽說，「NBA 與
中國的交流合作已經有相當長時間了，所以
應該怎麼說、怎麼做，他們心裡最清楚。」

挑戰主權非言論自由

主權問題上沒有討價還價餘地」、「國家主
權高於一切」。

莫雷尚未正式道歉
休斯敦火箭隊針對此事已經討論是否解
除莫雷的職務。NBA 首席傳播官邁克爾-巴
斯早前發佈聲明稱，對莫雷發表的不當言論
感到極其失望，「他無疑已經嚴重地傷害了
中國球迷的感情」。
而在遭到批評和質疑後，莫雷沒有道
歉。他日前發佈推文宣稱「只是基於某種
闡釋，對一個複雜事件表達某一種
想法」。莫雷還說，希望
那些失望的人能明
白，冒犯或者誤
解並非他的
本意。

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視體育頻道昨
日發表聲明說，注意到 NBA 總裁亞當．肖
華回應休斯敦火箭隊總經理莫雷發表涉港不
當言論一事，對他聲稱支持莫雷自由表達權
利的說辭予以強烈不滿和反對。
聲明指出，我們認為，任何挑戰國家主
權和社會穩定的言論，不屬於言論自由的
範疇。為此，央視體育頻道決定，立即暫
停 NBA 季前賽（中國賽）目前的轉播安
排，立即排查涉及 NBA 的一切合作交流。

失中國市場 火箭年損 4 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是直
通車」報道，儘管 NBA 對外
並未提供過具體盈利數據，
但通過估算，聯盟的年純利
潤大約在18億美元。
而作為 NBA 在海外的最大
市場，中國每年大約會給
NBA 貢獻 1.5 億至 2 億美元的
淨利潤，在 NBA 總收入中的佔
比大約為10%。
但事實上，如果細化分析，
NBA 在中國的獲益是要超出這個
數字的。

騰訊體育跟隨停播
騰訊體育昨日也宣佈，即日起暫停 NBA
季前賽（中國賽）的轉播安排。今年夏天，
騰訊體育剛剛以5年15億美元的價格，拿下
了NBA賽事版權。
近 日 ， 莫 雷 在 其 Twitter 上 發 佈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的消
息，宣揚香港極端暴力分子的口號，在中國
遭到集中批評。據內地媒體報道，事發後，
淘寶、京東等網購平台均已下架與火箭隊相
關的商品，強調「涉及中國領土完整和國家

5 年轉播權 NBA 賺 12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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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播權銷售一直是 NBA 官方最為看重的
大事。今年 7 月，騰訊體育已經與 NBA 方面完
成續約，據悉，本次續約金額為5年15億美元，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周
琳 深圳、北京報道）美國商務部華
盛頓時間周一將8家中國企業列入貿
易管制黑名單，禁止與美國企業合
作。這些公司包括港企商湯科技、
安徽科大訊飛、浙江海康威視、廈
門美亞柏科，以及大華科技、曠視
科技、依圖科技、頤信科技。

商湯科技籲重新審視
對此，這些公司紛紛回應稱，他
們都已準備了預案。

港企商湯科技對香港文匯報記
者表示，對美國商務部將商湯科
技列入實體清單表示強烈反對，
並呼籲美國政府重新進行審視。
商湯科技是一家專注於計算機視
覺和深度學習原創技術的高科技
企業，與全球合作夥伴一起致力
於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為經濟、社
會和人類的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他們通過制定並實施嚴格的人工
智能技術使用的倫理標準，讓人
工智能技術能獲得正確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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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負責任的態度推動人工智能
技術發展。
商湯科技稱，公司有信心能夠最
大限度地保護公司客戶、合作夥
伴、投資人等利益，並強調將堅持
原創技術，核心技術自主研發。

海康威視批損行業利益
針對公司被列入美國貿易管制
黑名單，海康威視董秘黃方紅昨
日呼籲美國政府本着公平、公
正、無歧視的原則，重新進行審
視，將海康威視移出實體清單。
美國的決定實質上也將嚴重損害
美國本土企業和眾多行業參與者
的利益。他們將採取所有合理、
恰當的救濟方案，以維護公司和
合作夥伴的權益。他們將實施各
方面的應對預案，公司有能力持
續、穩定地為客戶提供優質的產
品和服務。
科大訊飛稱，其被列入實體清單
不會對日常經營產生重大影響。他
們對於此情況已有預案，將繼續為
客戶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

清單含疆公安廳 中方促美停干內政

華 8 科企遭美列貿易管制黑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說，中方對美方將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等機構以
及 8 家中國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
表示強烈不滿、堅決反對，敦促美方立
即糾正錯誤，撤銷有關決定，停止干涉
中國內政。
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據報
道，美國商務部當地時間 7 日發佈公告，
將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及其 18
家下屬機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公安局和
海康威視等 8 家中國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實
體清單。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耿爽說，美方以所謂人權問題為藉口，
將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新疆生
產建設兵團公安局等機構以及 8 家中國企
業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實施出口限
制，這種行徑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方利益。中方
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堅決反對。
耿爽說，必須指出，新疆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任何國家無權干涉。美方對中方的
指責完全是顛倒黑白、一派胡言，只能進
一步暴露其干擾新疆反恐努力、阻撓中國
穩定發展的險惡用心。

中國發展之快超外人想像

「中國發展這麼快，我沒有想到，恐
怕沒一個外國人能想得到。」哈佛大學
榮譽退休教授傅高義日前在接受訪問時
用流利的中文連說了幾個「沒想到」。

每年訪華皆見進步
談及新中國的發展成就，傅高義回憶
起他 1973 年首次訪華時，中國還是個貧
窮落後的國家。如今，中國已是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在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貿易、科技和教育等領域發展迅猛，在
全球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也不斷擴大。
「從（上世紀）80 年代以後，每年我
至少去中國一次，發現中國人生活得越來
越好了。」傅高義說。他最近一次訪華是
在 2018 年 10 月，其間從北京到山東體驗
了一下中國的高鐵，認為「非常好」。
在哈佛大學著名學者費正清鼓勵下，

傅高義於 1961 年至 1964 年曾苦讀中國歷
史，並由此開始了他與中國的不解之
緣，80年代他曾在廣東生活多年。

讚改革開放
「了不起」
在傅高義看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決策
「了不起」，是它將中國推上了飛速發
展之路。2011 年，他傾注十年心血撰寫
完成的《鄧小平時代》出版，此書被視

首展大園藝概念
京世園會今閉幕

■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今日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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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為
期162天的2019年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今
日閉幕，中國貿促會會長高燕在閉幕前夕國新
辦舉行發佈會中表示，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將出席閉幕式並發表致辭，來自阿塞拜疆、柬
埔寨、吉爾吉斯斯坦、巴基斯坦、所羅門群島
等 5 個國家的領導人和政要，國際展覽局和國
際園藝生產者協會負責人也將出席閉幕式。
高燕評價說，北京世園會亮點突出、成果
豐碩，彰顯了中國氣派和世界一流水平，鮮
明詮釋綠色發展理念，大大加強各國文明交
流互鑒。

吸引逾 900 萬人次參觀

著名漢學家傅高義：
&

當下的匯率估計，約合 107 億元人民幣（約合
119.58億港元）。如果將電視、短視頻等播放權的
費用疊加進來，NBA 在中國市場光轉播費用一年
的收入就達到4億美元。
不過，對於央視暫停季前賽轉播及中國外交部
的表態，人在東京的 NBA 總裁肖華仍然表示，
「針對這些議題，NBA 不會規範球員、隊職員與
球隊老闆該說什麼或不該說什麼。」
具體到火箭隊，在 2017 年以前，火箭隊的中國
贊助商品牌常年維持在 4 個至 8 個之間，匹克、方
正集團、安踏、崑崙潤滑油等國內品牌商都曾贊助
火箭隊，一度來自中國的品牌贊助佔火箭隊贊助總
收入的8%至10%。
2017 年以後火箭隊加快中國市場的開發，希望
可將中國贊助商的數量提升到 12 個，佔總收入比
重提升到20%。
據粗略估算，失去中國市場，火箭隊將每年損
失4億元人民幣（約合4.47億港元）的損失。

為向西方客
■ 傅高義 資料圖片
觀介紹改革
開放以來當代中國的重要著作。
他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
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政府將人才培
養放在了重要位置。「1977 年以後考進
大學的那一批人有新的思想，非常了不
起，他們給中國帶來了非常大的改
變。」
■新華社

作為迄今展出規模最大、參展國家最多的一
屆世界園藝博覽會，北京世園會共有 110 個國
家和國際組織，以及包括中國 31 個省區市、
港澳台地區在內的 120 餘個非官方參展者參
加，自 4 月 28 日開幕以來共舉辦 3,284 場活
動，吸引934萬人次前往參觀。
北京市副市長王紅介紹，北京世園會在世
界園藝博覽會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突出生態優先理念，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
個生命共同體，依託山水林田機理在 503 公
頃土地上營造中華展園、國際展園、企業展
園等近百餘個「園中園」。同時，保留和新
增樹木 23 萬棵，薈萃國內外園藝精品 8,000
多種，集中展示了 820 多種蔬菜、果樹、中
草藥，成為世園會歷史上首次全面展示大園
藝概念的一次世園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