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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A 新賽季戰幕將於本周
六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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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球員吳永盛
台灣球員吳永盛（
（左）由
上海轉投新疆。
上海轉投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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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賽季 CBA 聯賽
發布會前日在北
京舉行。會上透露，
新賽季聯賽將於 10 月 17

易建聯在美療傷 缺席 新賽季

日在浙江諸暨拉開戰幕，常
規賽增至 56

廣東男籃總經理朱芳雨昨在接
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球隊領軍人
物易建聯仍在美國進行傷病恢
復，確認將缺席CBA新賽季。
CBA新賽季將在本月17日開
戰，談到球隊當家球星易建聯
時，朱芳雨表示，球隊本希望
一個完全健康的阿聯帶領球隊
征戰新賽季，但由於他傷病過
重，導致無法在新賽季的 CBA
中登場。同時，他希望球迷們
給予易建聯更多的鼓勵與支
持，讓他盡快回到CBA賽場。
在 8 月 15 日晚的 CBA 總決賽
第三場，廣東如願收穫隊史第
十冠。比賽第三節尾聲，易建

CBA

輪 、 共 560 場

聯在執行一次罰籃後無對抗狀
態下啟動，隨後捂着跟腱處痛
苦倒地不起，被隊友攙扶回更
衣室。
當晚，易建聯被隊友從更衣
室背出，出席了廣東隊獲得十
冠王的頒獎儀式。8 月 16 日，
易建聯與全隊一起飛回廣東。
當晚，廣東宏遠證實在官微發
文稱：「非常心痛，阿聯跟腱
傷勢已確認為跟腱斷裂，今天
已經接受手術治療，手術很順
利，俱樂部後續也會為阿聯提
供最好的醫療和康復條件。祝
阿聯早日康復，回歸賽場。」
■中新網

比賽，創造了聯賽
歷史上單賽季常規
賽最多場次紀錄。

國籃球協會主席、CBA聯盟董事長姚明表示，第一階段將採取
中賽會制形式，後續賽程則將根據疫情防控形勢變化以及國家政

新賽季最大的變化在於外援的使用。CBA 聯盟首席執行官張雄介
紹說，本賽季外援政策是「最與時俱進的一次」，綜合考慮了疫情
「當 CBA 第 26 個賽季即將啟程的時候，我們可以說是幸運的，同 防控等多方面的因素。具體而言，每個俱樂部可以註冊4名外援，每
時更是責任重大的。」姚明表示，新賽季必須以更加嚴謹、求實的 場比賽可報名2人，但單節比賽最多派一人次上場。以此為基礎，上
態度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保證能夠安全、順利進行比賽的同時， 賽季排名後4名球隊可以在前三節增加外援使用次數，擁有外援的球
隊在對陣「全華班」球隊時則減少外援
繼續全面推動始於上賽季的各個環節
上場次數。
的完善和升級。
在球員方面，新賽季 19 支俱樂部共註
新 賽 季 20 支 參 賽 球 隊 將 根 據
冊中國球員 360 人（不包含八一隊，其
2019-2020賽季的最終排名分為兩組，每
中港澳台球員 7 人），比上賽季中國球
組10支球隊（其中八一隊待定），進行
員註冊人數增長了 2.86％；本賽季首次
組內四循環、不同組間雙循環比賽，最
註冊 CBA 聯賽的球員共 62 人，其中選
終常規賽排名前12的球隊晉級季後賽。
秀球員17人。
據介紹，鑒於疫情防控常態化形
新賽季聯賽將於 17 日正式開賽，首個
勢，以及國際籃聯擬於 2020 年 11 月和
比賽日將進行兩場比賽，分別是江蘇隊
2021 年 2 月進行國際比賽窗口期等情
■中國籃協主席
中國籃協主席、
、CBA 聯盟
對陣青島隊，廣東隊對陣浙江隊。
況，新賽季 CBA 聯賽將分階段進行比
董事長姚明。
董事長姚明
。
新華社
■中新社
賽，其中常規賽第一階段確定採取賽

常規賽首階段採賽會制

丁俊暉連扳 4 局險勝斯佳輝

長話短說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陳
曉莉）桌球英
格蘭公開賽當
地時間 12 日展
開正賽首輪爭
奪。面對 18 歲
同胞小將斯佳
輝，中國「一
哥」丁俊暉（上圖）在 0：3 落後的情況下，連扳 4 局逆轉，以
4：3險勝，躋身第二輪。斯佳輝於2002年出生，11歲時開始接
受桌球訓練，近年進步神速，曾於 2013 年奪上海桌球業餘賽亞
軍，2016 年在中國職業桌球巡迴賽福州站，連下 4 局，淘汰丁
俊暉，爆冷晉級。另外，顏丙濤、周躍龍、梁文博、常冰玉、

稱：「月底便是新球季了，球會的組軍計
劃已完成，即使可以簽人也是一個起兩個
止，幫不到太多。」
亦有人指出，若果足總能在富力提出空
降參賽時，另外設立一些監管條例，例如
在截止報名參賽後退出要負一定罰款，
職、球員或許不會像現時般前路茫茫。據
報道，富力是在 2016 年 7 月獲得港超工作
小組通過南下參賽，當時東方曾表態反
對。
即使富力退出，根據足總日前向傳媒發
出的名單，該隊球員仍在「最受歡迎球
星」候選之列；另一個「球員之星」獎
項，則會由圈中人投票選出。

■富力球員對前途憂心忡忡
富力球員對前途憂心忡忡。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袁思俊和雷佩凡六名中國球手也分別擊敗各自的對手晉級。

香港壁球公開賽延期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受新冠疫情持
續及其未知因素的影
響，香港壁球總會經過
審慎評估及與各持份者
商討後，昨日宣布，以
公眾健康和安全理由為
首要考慮條件，原定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 至 12
月 6 日舉行的光大新鴻基香港壁球公開賽（上圖）將會延期至
明年。目前，香港壁球總會及世界職業壁球員協會正就 2021 年
賽事舉行的最佳日期進行商討安排，有關 2021 年賽事詳情，會
適時於官方網站（www.hksquashopen.com）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再
多一名香港女將外流！効力傑志的 24
歲中堅賀允同（左圖），已飛到彼邦
加盟蘇格蘭乙組聯賽球隊昆士柏，成
為第 3 位外流當地的香港女足代表，
她將與鍾貝琪及秦正行在同一級別比
賽中碰頭。
司職後衛的賀允同曾効力龍門、沙
田及傑志，贏過女子足球聯賽及足總
盃冠軍。她讀書時期曾以 MVP 身份
帶領賽馬會體藝中學贏得學界冠軍。賀允同 19 歲開始入選
港隊，曾出戰東亞足球錦標賽外圍賽、亞洲盃外圍賽、奧運
外圍賽及女子土耳盃等，現已成為港隊主力。
昆士柏周二凌晨透過 FB 專頁公布簽入賀允同，由於當地
並無隔離規限，她本月 5 日飛抵格拉斯哥後，翌日已歸隊出
席球隊練習。「練波的最大感受，就是身體質素有很大差
距。」她表示十分期待這次旅程：「其實都想過去外國踢波
一段時間，但因為不同因素所以耽誤了幾年，好開心最終可
以實現到，多謝所有幫我及支持我實現這個旅程的人。今次
除了希望在足球方面有所體驗，亦希望自己可以在其他方面
可以有所學習，例如自己生活、工作、人際等等，期待這一
季的體驗。」
她又透露，由於目前仍在辦理國際轉會手續，暫未知能否
趕及本月18日的聯賽上陣。

登陸蘇乙昆士柏

闊綽，普通一名坐冷板凳的年輕球員，月
薪都有 6 萬元，外援更達 20 多萬，返來香
港肯定不可能有這份人工。而且沒有了富
力之後，其他球會也不用出高價留人，分
分鐘掀起骨牌效應。」2017年6月羅拔圖由
東方龍獅轉投富力時，當時東方總監梁守
志曾爆料，指富力開出的條件是月薪 15 萬
兩年合約，東方以 10 期月薪加簽字費也留
不到人，本地球會根本難以抗衡。
不過，由於大部分港超球會都已完成組
軍，即使富力職球
員願意大幅降薪，
都未必會有容身之
地。另一位圈中人

傑志女港腳

富力退出港超成定局 球員前路茫茫

■ 2017 年，羅拔圖
羅拔圖（
（右）轉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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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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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隊 4 名外援 與時俱進

策，再決定是否轉為主客場制。

■易建聯在 CBA
總決賽第三場倒
地受傷。
地受傷
。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富力 R&F
退出港超的消息傳出後，會方一直未有公
開澄清，但球會職員昨日回覆本報查詢
時，表示待董事局正式通知後便會在官方
社交平台（FB 及 twitter）宣布。這也意味
着退出已成定局，24 日展開的港超新球季
只餘下8隊參賽。
現時最惹人關注的是富力 R&F 一班舊將
的去向，一名効力友會的前港腳相信薪金
是最大問題：「富力出手向來比香港球會

會制，將在浙江省諸暨市進行前12輪共120場比賽。

中國首個智能體育協會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聰、任芳頡 天津報道）為
了使智能體育更好地進入融
合發展的軌道，中國第一個
智能體育協會——天津市智
能體育競技協會 11 日下午在
天津召開成立大會。會上選
舉產生了首屆智能體育協會
理事會和組織機構成員。
在談到智能體育的未來規劃時，協
會會長稱，協會將抓好協會的內部建
設和科學布局，籌備好每年一屆世界
智能大會中的智能體育賽事，建立更
多的賽事出口，使線上線下的賽事、
培訓、考核形成完整的閉環。同時，
搭建校內外智能體育教育培訓的平
台，跨界合作成立青少年體育科技中
心，充分利用智能體育跨界的優勢，

■中國第一個智能體育協會日前在
天津成立。
天津成立
。 香港文匯報天津傳真
加強智能體育市場化進程，為體育產
業發展增加新鮮血液。
據悉，天津市智能體育競技協會於
2019 年 1 月 11 日正式註冊成立，其主
要業務範圍是：負責電子競技、機器
人、無人機和依靠計算機、互聯網等
智能手段運行的各類體育競技項目的
賽事活動、研發推廣、培訓考核及合
作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