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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香
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
員會昨天宣布，成立 「港
協暨奧委會抗疫支援基
金」（下稱「計劃」），
為其79個體育總會會員提
供總數約港幣400萬元的
基金，以支援體育總會在
疫情下仍盡最大努力舉辦
各項體育活動。
該計劃的款項將從港協

暨奧委會的儲備中撥出。
各體育總會可申請的最高
資助金額為港幣5萬元，用
作支援體育總會在逐漸恢

復比賽和活動時所需執行
防疫工作上的額外開支，
其中包括在體育處所和辦
公室提供保護和預防措施
及裝備，引入智能工作模
式以改善工作效率，以及
制作運動員宣傳短片向市
民推廣疫情中保持運動的
重要性及注意事項等。
港協暨奧委會希望該計

劃能支援體育總會的運
作，繼續保持舉辦體育活
動，讓香港巿民在疫情中
能通過體育運動保持身心
健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
正謙）東京奧運雖然定於明
年7月開幕，不過目前尚有
很多不明朗因素需要進一步
研究，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
霍啟剛表示有意成立場外小
組支援出戰東奧的香港運動
員，務求運動員可在最安全
情況下參與奧運。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早

前大派定心丸表示有信心
東京奧運可開放予觀眾入
場，亦會負擔運動員接種

疫苗的費用，港協暨奧委
會副會長霍啟剛表示已與
政府及體院開會商討，有
意成立一支場外小組支援
出戰奧運的香港運動員，
並會密切關注有關疫苗的
最新情況：「近期有不少
關於疫苗的消息傳出，希
望體院團隊能盡早跟進疫
苗情況發展，並向運動員
及相關人士進行講解，釋
除運動員的疑慮讓他們可
以安心參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在剛過去中超
球季最終只得第4名的
上海上港，今晚將於多
哈出戰對澳職聯代表FC
悉尼的亞冠盃首輪分組
賽，預料以上港實力絕
對有力先拔頭籌。至於
昨晚進行的一場亞冠盃
分 組 賽 ， 上 海 申 花
以2：1擊敗澳職聯的珀
斯光輝，順利旗開得
勝。
上港在應屆中超表現

平平，更於季軍戰不敵
北京國安。然而，對手
FC悉尼在8月澳職聯完
結後其實已再沒有正式
比賽，球隊還有主力翼
鋒布夏基亞及中堅阿歷

斯韋堅遜因傷缺陣，戰鬥力未必
會如想像中強。至於上港唯一只
有阿拿奧杜域未有進入今次名
單，巴西外援奧斯卡雖然早前只
能單獨操練，但需要時該仍可落
場，為侯克和列卡度盧比斯提供
支援，論整體實力仍值得看高一
線。
上港主帥佩雷拉昨日於記招表

示：「很高興來到多哈比賽。我們
這個小組是非常強的，賽程也非常
緊密，將會面對每3天一場比賽的
賽程，但是我們會發揮出我們最好
的水平，踢出精彩的比賽。今場比
賽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發揮出最
佳水平，爭取贏得3分。」

本
在今年年初

舉行的「銀河
娛樂香港體育記者

協會最佳運動員選舉
2019」因疫情延至昨日

才以網上直播的形式宣布結
果，在2019年連奪體操世界盃

兩站跳馬冠軍的石偉雄成功蟬聯最
佳男子運動員，而去年一度成為世界
女子重劍「一姐」的江旻憓則首奪最
佳女子運動員獎項。
2020年本為體育界萬眾矚目的一

年，可惜受疫情影響多個體育盛事延
期或取消，就連東京奧運亦要延至明
年上演，石偉雄坦言疫情打亂了他的
比賽及訓練部署，不過自己已調整好
心態視之為進一步提升自己的機會：
「2019 年對我來說是很順利的一
年，去年自己在運動生涯作出了很大
的突破，不僅首奪世界盃分站冠軍，
亦相隔8年後重奪奧運入場券，雖然
今年的疫情對自己的計劃有很大影
響，不過換一角度去看，我亦擁有了
更多時間去磨練自己，希望在東京奧
做出更完美的表現。」石偉雄更表示
有意在強項跳馬之外挑戰單槓項目，
不過預計最快也要到明年二月才可以
出外比賽。

江旻憓劍指成都賽
2019年對江旻憓而言算得上是大

豐收，在世界盃古巴站及巴塞隆拿站
踏上頒獎台之外更登上世界「一姐」
寶座，可惜去年7月十字韌帶斷裂阻
礙了她繼續攀升的勢頭。現時世界排
名第7的江旻憓已完全走出傷患，經
過屢次受傷以及疫情的經歷，令她更
珍惜每一次練習及出賽的機會：「每
一次受傷後都有很多人幫助我重返賽
場，汲取經驗後自己更懂得去保護自
己，今次疫情令我發現，再多的不確
定因素也不能阻止我繼續訓練，希望
大家都更珍惜和感恩很多看起來理所
當然的事。」江旻憓表示希望可以盡
快投入正式賽事，暫時目標為於成都
舉行的重劍奧運積分賽。

石偉雄 江旻憓
分膺男女最佳

香港體記最佳運動員選舉

「銀河娛樂香港體育記者協會最佳運動員選舉2019」昨日公布

結果，「跳馬王子」石偉雄繼2014及2018年後再度獲得最

佳男子運動員獎，而劍擊好手江旻憓則力壓李慧詩及

何詩蓓等勁敵首度榮膺最佳女子運動員，兩人

已奪得來年奧運入場券，表示無懼備戰

計劃被疫情打亂，有信心在東奧再

創高峰為港爭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正謙

港協暨奧委會
推抗疫支援基金

霍啟剛：成立小組
支援出戰東奧港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河南報道）中國
．鄭州2020國際乒聯總決賽今日將在河南鄭
州開賽。該賽事抽籤儀式昨日在鄭州舉行，
女單、男單籤表相繼出爐，對陣形勢由此確
定。其中港隊杜凱琹在首場對陣日本隊伊藤
美誠。去年獲得總決賽男、女單打冠軍的樊
振東、陳夢，今年以1號種子的身份重返鄭
州，衛冕之旅就此開啟。
去年就在鄭州奪得總冠軍，剛在威海實現
世界盃3連冠的樊振東，是最大奪冠熱門。
作為頭號種子的樊振東坐陣上半區，和他同
在上半區還有隊友林高遠、日本選手張本智
和。從賽程上，樊振東進入決賽最大的攔路
虎是張本智和，首輪他將面對韓國選手鄭榮
植，隨後的對手是巴西選手卡爾德拉諾和英
國選手皮切福德之間的勝者。連過兩關進入
準決賽之後，他可能會遭遇到張本智和。前

提是張本智和要在8強比賽中首先能贏下林
高遠。
2號種子許昕和馬龍同分在下半區，兩人的

首輪對手分別是尼日利亞選手阿魯納和德國
選手弗朗西斯卡。如無意外，他們將順利於
準決賽中相遇。
女單方面，身為賽會頭號種子的陳夢近來

狀態上佳，剛剛在威海奪得世界盃冠軍。陳
夢的首輪對手是世界排名第22的日本選手加
藤美優，順利過關的話將迎戰新加坡選手馮
天薇和德國選手索爾佳之間的勝者。進入4
強後，她極有可能與中國選手孫穎莎碰面，
這將是陳夢在衛冕路上的一場苦戰。
作為2號種子的日本選手伊藤美誠身處下

半區，她的首次亮相對手是港隊選手杜凱
琹。順利過關之後，她就將面臨嚴峻考驗，
對陣中國小將王藝迪。如果說王藝迪能將伊

藤美誠拉下馬，國乒女將包攬冠亞軍幾無懸
念。而即便伊藤美誠闖過王藝迪這一關，那
麼接下來在準決賽中她可能遭遇的仍是一個
「苦主兒」—王曼昱。兩人的過往交鋒中，
王曼昱6勝2負優勢明顯。
上屆女單準決賽，伊藤美誠不敵奪冠的陳

夢；2020國際乒聯女子世界盃女單準決賽，伊
藤美誠不敵孫穎莎止步準決賽。對於本次比賽，
伊藤美誠說：「這次如果再與她們（陳夢、孫穎
莎）對戰的話，我要盡可能地發揮，打好與她們
的比賽，爭取比去年更好的成績。」

世界乒壇高手鄭州集結

杜凱琹首戰鬥伊藤美誠
女子籤表

上半區
陳夢VS加籐美優
索爾佳VS馮天薇
石川佳純VS徐孝元
田志希VS孫穎莎

下半區：
王曼昱VS佐藤瞳
迪亞茲VS鄭怡靜

王藝迪VS波爾卡諾娃
杜凱琹VS伊藤美誠

男子籤表

上半區：
樊振東VS鄭榮植

皮切福特VS卡爾德拉諾
林高遠VS丹羽孝希
張禹珍VS張本智和

下半區
馬龍VS弗朗西斯卡
高茲VS法爾克

林昀儒VS奧恰洛夫
阿魯納VS許昕

ITTF總決賽抽籤表

■■杜凱琹是港隊唯一希望杜凱琹是港隊唯一希望。。 ITTFITTF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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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首屆北
京（國際）大學生電競節18日在京正式開啟。
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段鵬在開幕式上表示，冀
通過舉辦北京（國際）大學生電競節，促進優
秀傳統文化與新興電競賽事相結合，強化大學
生電競參與意識，激發大學生電競熱情。
據了解，首屆電競節將堅持「大學生辦、
大學生賽、大學生評」，以高校為載體，培
養大學生團隊合作意識，傳播電競文化，促
進電子競技這項新興運動健康發展，進一步
推動北京電競產業高質量發展。
在18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國傳媒大學副
校長段鵬、虎牙直播高級副總裁李萌、北京
演藝集團總經理助理金黎明發表致辭，表示
今後將加強產學研合作，共同推薦自有IP資
源，共同推動資源的開發轉化，共同促進電
競產業發展，並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當日，
中國傳媒大學虎牙電競研究中心在大會上揭
牌成立，雙方將在課題研究、賽事合辦及人
才培養等方面達成合作。
在內地高校中，中國傳媒大學成立有首個

電競本科專業。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段鵬表
示，通過舉辦北京（國際）大學生電競節，
將使優秀傳統文化與新興電競賽事相結合，
強化大學生電競參與意識，激發大學生電競
熱情。同時，融合電競文化資源、擴大社會
影響力，打造高端電競賽事與基層學生群體
間的垂直生態鏈，促進電子競技健康發展、
良性互動。

北京（國際）大學生電競節在京開幕

理文（黃衫）昨日於菁英盃第5輪賽
事，以1：1僅和標準流浪，未能提

早一輪獲得出線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

各 一 言 和

■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段鵬（圖右）、虎牙
直播高級副總裁李萌（圖左）共同為中國傳
媒大學虎牙電競研究中心揭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攝

■■ 最佳男運最佳男運
動員石偉雄動員石偉雄
（（左左））與香港與香港
體育記者協會體育記者協會
會長霍啟剛合會長霍啟剛合
照留念照留念。。

大會圖片大會圖片

■■最佳女運動員江旻憓最佳女運動員江旻憓（（左左））與香港體育記者協與香港體育記者協
會會長霍啟剛合照留念會會長霍啟剛合照留念。。 大會圖片大會圖片

■■江旻憓江旻憓（（右二右二））首次當選首次當選，，石偉雄石偉雄（（右三右三））則再次稱王則再次稱王。。 大會圖片大會圖片

■上港球星奧斯卡（右）未有隨大
隊操練。 新華社

黃金寶（單車）

趙詠賢（壁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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