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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深圳5月29日电（记
者王浩明、王丰）在29日进行的国际
乒联中国公开赛混双资格赛的一场较
量中，中国选手樊振东/丁宁组合以
0：3（9：11、12：14、9：11）不敌朝鲜组
合金南海/安吉宋，无缘正赛。

首局比赛，双方打得十分胶着，比
分交替上升，战至10：10后，朝鲜组合
连得两分以12：10先下一城。次局比
赛，双方战至5：5后，朝鲜组合再度发
力以10：7拿到局点，而中国组合虽然

再次追至10平，但关键时刻朝鲜组合
用强悍的表现以14：12再胜一局。第
三局，朝鲜组合一路领先，最终以11：
9取胜。

作为男单和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
选手，樊振东和丁宁的出局可谓本届
赛事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虽然贵为

“一哥一姐”，但不久前才开始配对的
他们要从资格赛打起，不过此次出局
也让人颇为意外。

金南海/安吉宋这对朝鲜组合也

颇为神秘，混双世界排名只有 155
位。安吉宋的男单世界排名为109
位，而金南海的女单排名为107位。

本报讯 5月29日，在2019年中
国乒乓球公开赛混双资格赛中，中国
组合樊振东/丁宁爆冷以0：3不敌朝
鲜组合安吉颂/金南慧提前出局。赛
后丁宁和樊振东分析了输球的原
因。

对于本场失利，丁宁分析道：“对
手在一些技术环节上，比我们想象的

要更精细、更敢出手，后面我们在控制
上没有发挥好。这场比赛开得比较
早，我们两个人的打法不是那种发动、
进入状态特别快的，第一局一输以后，
整个人的节奏稍微有点乱。”

樊振东说：“首先我觉得对手打得
很好。不是说我们打得不好，但是混
双不像单打控制力那么强，可能有的
时候一板没有控制好整个局面就会比
较被动。”

谈到对手的颗粒打法带来的挑

战，丁宁坦言：“我觉得他们的男队员
打得比较好，台内的发动、飞挑啊、衔
接、正反手的稳定性都比我们要高，给
我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威胁。”

丁宁还透露说：“之前我的脚腕有
点伤，我们世乒赛后一直没有配对练
习，来到这里后直接就上场打比赛了。”

关于两个人的配合，樊振东说：
“我们在配合上大部分球都没问题，但
是在某些环节上，特别是关键球上还
要继续磨合。” （小新）

中乒赛樊振东/丁宁资格赛爆冷出局
丁宁：之前脚腕有伤 樊振东：关键球还需磨合

5月29日晚，在
2019年世界女排联
赛澳门站比赛中，中
国队以3：0（25：16、
25：20、25：14）战胜比
利时队，取得两连胜。

5月 30日晚，中
国队将在最后一轮比
赛中对阵韩国队。

图为中国队球员
庆祝得分。新华社发

世界女排联赛澳门站

中国队3：0胜比利时
北京国安3：1长春亚泰

山东鲁能1：0江苏苏宁

上海上港4：0吉林百嘉

广州恒大5：0北京人和

大连一方2：0上海嘉定城发

上海申花3：2重庆斯威

天津天海1：0泰州远大

（胜者晋级八强）

北京时间5月29
日晚，在法国网球公开
赛女单第二轮比赛中，
中国选手张帅以 1：2
（7：6、0：6、5：7）负于
爱沙尼亚选手卡内皮，
止步第二轮。图为张帅
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张帅止步
法网第二轮

新华社马德里5月28日电（谢
宇智）西班牙警方28日展开代号为

“家园”的行动，以涉嫌操纵比赛为名
逮捕了数名西甲、西乙俱乐部的现役
和退役球员及工作人员。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被捕的球员中
包括前皇马球员劳尔·布拉沃、几周前刚
刚宣布从巴拉多利德队退役的博尔哈·
费尔南德斯、拉科鲁尼亚球员伊尼戈·洛
佩斯等。其中劳尔·布拉沃被认为是与

操纵比赛有关的小集团的头目之一。
与这些球员同时被逮捕的还包括

韦斯卡俱乐部主席拉萨奥萨，以及该
俱乐部的医疗部门负责人。警察在当
日上午还搜查了韦斯卡俱乐部的办公
室。到当日下午为止，共有9人被捕，
其中6人在录口供后仍在羁押中。

警方认为，至少三场西甲比赛有
受操纵的痕迹；此外西乙和西丙也有
数场比赛受到影响。西班牙媒体认

为，2018-2019赛季西甲最后一轮巴
伦西亚客场2：0战胜巴拉多利德一战
或是遭到操纵的比赛之一。

据透露，被逮捕的球员和俱乐部
工作人员涉嫌与博彩机构勾结，通过
操纵比赛来非法获利。西警方确认，
目前“家园”行动仍未结束，未来或将
有更多嫌疑人被逮捕。西班牙法院将
以团伙犯罪、洗钱等罪名对涉案的嫌
疑人提起诉讼。

西班牙足球联赛爆“假球”风波
数名球员涉嫌操纵比赛被捕

省羽毛球俱乐部联赛收拍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三永凤凰杯”2019海

南省羽毛球俱乐部联赛日前在琼中羽毛球馆收
拍。由陵水羽毛球队和三永投资集团组合而成的
三永队在决赛中以3：2战胜儋州羽你相约快乐
队，夺得冠军。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20支队伍
300多名运动员参赛。比赛为混合团体赛，设有
混双、男双、女双、男双（年龄相加不少于80岁）和
男单5个竞赛项目。

经过激烈角逐，三永队和儋州羽你相约快乐
队打入决赛。在决赛中，三永队以总比分3：2击
败对手夺得冠军。三永队由三永投资集团冠名赞
助，队员来自陵水羽毛球队。儋州羽你相约快乐
队获第二名，五指山市体育中心队获第三名，凯翔
俱乐部获第四名，东方市体育服务中心、中海队俱
乐部、昌江霸王兰羽毛球俱乐部以及旭盛辉石业
俱乐部4支队伍并列第五名。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
办，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与海南智联汇众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海口举行街头舞王挑战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海口白沙门公园

街头舞王挑战赛27日晚在白沙门公园结束。
本次街舞挑战赛设斗舞及集体舞两项。最终，

符之蔚荣获Breaking冠军、吴育贵荣获Popping
冠军、黄伟丰荣获Freestyle冠军。齐舞的冠亚季军
分别是嘻舞堂王队、嘻舞堂B队、嘻舞堂C队。

当晚还举行了广场舞挑战赛，20支广场舞队
伍展开激烈角逐。最终，海口歌舞协会舞蹈二团
《万马奔腾》荣获一等奖，琼山校友队《久久不见久
久见》、霓之梦舞蹈团《情系万泉河》荣获二等奖，
海口市老干部艺术团《我的祖国》、金银舞队《吉
祥》、青风舞蹈队《幸福舞起来》荣获三等奖。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主
办、海南行走视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海口市
广场健身操舞运动协会、海南省街舞协会协办。

AC米兰宣布加图索离任
据新华社罗马5月28日电 意甲AC米兰俱

乐部28日宣布，俱乐部方面已经与加图索达成一
致，后者将不再担任球队主帅。

加图索与AC米兰俱乐部还有两年的合约，
他从2017年11月起执掌球队教鞭，不过本赛季
AC米兰在与国际米兰的第四名之争中以1分落
后，未能进入下赛季的欧冠联赛。

2019年中国足协杯第5轮暨1/8
决赛最后一场比赛将于5月30晚进
行，由上海申鑫主场对阵天津泰达。
这是中甲球队与中超球队之间的对
决，申鑫目前陷入保级泥潭，恐怕无心
恋战，泰达有望客场获胜晋级八强。

申鑫目前在中甲的处境非常糟
糕，在上周末的中甲第11轮比赛中，
申鑫主场0：1不敌新疆天山雪豹，遭
遇五连败。中甲11轮战罢，申鑫2胜
1平8负仅积7分，战绩糟糕成了“副

班长”，保级形势异常严峻。为了保
级，估计申鑫会战略性放弃足协杯。

泰达目前在中超排名中游，没有
保级之忧，冲亚冠则有一定难度，因
此足协杯是他们想有所作为的赛
事。不过，由于泰达6月2日在联赛
中有一场硬仗，主场迎战领头羊国
安，因此这场足协杯对决，他们可能
会对阵容进行轮换。尽管不是全主
力出战，只要泰达认真对待，应该能
击败对手晋级八强。 ■ 林永成

■ 足协杯1/8决赛前瞻

泰达进八强应无大碍
足协杯

1/8决赛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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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5月28日电（记
者高攀 熊茂伶）美国财政部28日公
布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认为中国没
有操纵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后，美国财
政部第五次作出这一认定。

当天，美国财政部发布针对主要
贸易伙伴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
告》，认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均未
操纵汇率，但将中国、德国、爱尔兰、

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
坡和越南9个国家列入汇率政策监
测名单。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务院金
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国
强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有
条件、有能力、有信心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美国财政部这一认定符合市场预
期。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所长亚当·波森当天对新华社记者说，
过去几年中国并未操纵汇率，如果美
方现在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将是“非常
荒谬”的。

美国财政部于2016年4月首次
设立汇率政策监测名单。在当天公布
的最新汇率政策报告中，美国财政部
对将主要贸易伙伴纳入汇率政策监测
名单的认定标准进行了部分调整：经
常账户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至

少3%下调为至少2%；持续单边干预
汇率市场的时间从12个月中的至少
8个月缩短为12个月中的至少6个
月；与美国的双边货物贸易顺差则仍
为至少200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表示，如果一个经
济体满足上述标准中的两条，该经
济体将会被纳入汇率政策监测名单
进行密切观察；但如果美国与一个
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体贸易

逆差的比例较大，即便该经济体并
未满足上述标准中的两条也会被纳
入监测名单。

美国财政部还表示，从本次汇率
政策报告开始，美国财政部将对与美
国年度双边货物贸易顺差超过400亿
美元的所有贸易伙伴的汇率政策进行
评估。受此影响，被美国财政部评估
汇率政策的主要贸易伙伴数量从之前
的12个扩大至21个。

美国财政部再次认定中国未操纵汇率

生物医学领域的国际合作历来
被认为很少涉及政治或国家安全问
题。但近来，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部
分机构“谈华色变”，动辄以莫须有罪
名开除华人学者，这种做法正在损害
两国正常学术交流和合作。

最新一个例子是美国埃默里大
学终身教授李晓江的实验室近日突
遭校方关闭。埃默里大学给出的理
由是，李晓江“未充分解释来自国外
的经费及未充分解释他们在中国研
究所和大学的工作范围”；而李晓江
的说法是，他在中国的相关工作已获
得校方批准，且校方不给任何解释机
会就关闭了他的实验室。

就在一个月前，美国知名医学机构
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开除了3名
华人科研人员，理由是所谓违反保密原
则及未披露同外国机构关系。差不多
同一时间，美国贝勒医学院等3家机构
也被要求调查8名华人科研人员。

华人学者被“针对”并非巧合。
曾任职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
胃肠肿瘤专家谢克平2018年被控告

“非法持有儿童色情图片”，但这一指
控完全失实，最终法庭大陪审团裁定
此案“没有证据，不予起诉”。过去几
年，还有华人科学家郗小星和陈霞芬
等人遭遇间谍冤案。

从法律方面看，遭指控的华人科

学家也许能重获清白，但他们的学术
声誉已遭受重大打击。

美国华人联合会今年4月发表声
明说，美国华人科学家“身处的大环境
日益恶化”。今年3月，美洲华人生物
科学学会、美国华裔血液和肿瘤专家
协会和华人生物学家学会在《科学》杂
志上发表题为“种族标签伤害科学”的
公开信说，华人群体担忧自己被人用
有色眼镜看待，甚至被贴上种族标签。

近来美国生物医学领域“排华事
件”频发，与美国政府施压密不可分。
去年8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
弗朗西斯·科林斯致信受其资助的上
万家机构，要求它们警惕外国政府对
美国的医学研究实施所谓不正当的影
响和利用。显然，科林斯对正常的国
际科研合作的这种无端揣测，反而会
损害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

不仅仅是生物医学领域，也不仅
仅是在美华人，正常的中美学术交流
活动整体上都在受影响，美国政府常
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拒发或拖延发放
赴美签证。比如，据媒体报道，去年
11月在马里兰大学举办的一场天文
学会议上，24名申请参会的中国学
者只有6人获得签证；去年12月，在
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地球物
理学联合会年会上，约300名中国人
因签证问题无法出席。

本月中旬，美国部分国会议员还
提出一份法案，其内容是，对所有申
请赴美学习或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国
公民，若其研究学科在美国“商业管
制清单”中，签证官应征询“安全咨询
意见”，即将申请人材料寄回华盛顿，
以对申请人进行额外审查。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面对中国
科技实力增强以及中美差距逐渐缩
小，一些美国政客甚至部分学术界人
士心态发生扭曲，华人科学家有时不
幸成为被打击对象，正常的学术交流
也受到压制。

《科学》杂志前主编布鲁斯·阿尔
伯茨等人近日撰文指出，在某些政客

的鼓吹下，不公正地诋毁出生在美国
以外地区的人，这形成了一种令人忧
虑且危险的新公共话语，这种“非我
国人”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签证
政策正在阻碍年轻人才来到美国。

有学者表示，竞争与合作并不矛
盾。作为科学研究主体的研究机构
需要招募各国优秀人才，只有如此才
能更好地参与竞争。部分美国科研
机构“谈华色变”的同时，斯坦福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
学、特拉华大学等知名大学发文重申
欢迎国际学生和学者，认为基于国籍
而产生的怀疑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8日电）

美部分科研机构“谈华色变”损害正常学术交流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从巴西启程运往中国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5月28
日电（记者赵焱 陈威华）巴西与中
国合作生产的地球资源卫星04A
星28日凌晨从巴西启程，用飞机运
往中国。按计划，中巴地球资源卫
星04A星将于今年发射。预计在
轨运行时间最少5年。

这是中国和巴西合作的第六颗
地球资源卫星，制造研发用了4年
时间。04A星每天可绕地球14圈，
助力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格鲁吉亚前总统
萨卡什维利重获乌克兰国籍

据新华社基辅5月28日电（记者钟忠 陈俊
锋）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28日重新获得乌克
兰国籍，他将于29日从波兰华沙重返乌首都基辅。

据乌总统网站28日通报，乌总统泽连斯基28
日发布命令，修改前总统波罗申科2017年7月26
日签署的“关于剥夺一些人乌克兰国籍的命令”，删
除其中有关剥夺萨卡什维利乌克兰国籍的条款。

据乌通社报道，萨卡什维利当天通过脸书个
人账号对泽连斯基表示感谢，并出示了他购买的
29日从华沙飞往基辅的机票。

萨卡什维利现年51岁，曾于2004年和2008
年两次出任格鲁吉亚总统。2015年5月他获得
乌克兰国籍,随后被时任总统波罗申科任命为敖
德萨州州长。2016年11月，他宣布辞去州长职
务，随后组建了自己的政党“新力量运动”。

本月赢得大选获连任的澳大利亚总理斯科
特·莫里森（左）29日带领新一届政府官员在堪培
拉宣誓就职。 新华社/法新

日本研发智能材料
可用于抗癌和透析

据新华社东京 5 月 29 日电
（记者华义）智能聚合物是高分子材
料研究的前沿领域。日本研究人员
最近利用智能聚合物的特殊性能研
发出智能抗癌纱布和智能透析装置
等医疗用品。

这种纱布是将智能聚合物制成
内置抗癌剂的纤维状薄膜，可以将
其直接贴在患癌部位。如果是皮肤
癌，可以贴在皮肤上；如果是体内癌
症，可在手术后贴在体内患处。抗
癌纱布能释放热量和抗癌剂，可以
增强杀灭不耐热的癌细胞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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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富“准前妻”要捐半数财产
美国小说家麦肯齐·贝索斯因即将与全球首富、

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离婚而成为全球
第三富有女性，她日前承诺捐出一半财产做公益。

“捐助承诺”由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
和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夫妇等人发起，倡议
全球亿万富豪捐出至少半数财产做公益，迄今得
到200多人响应。

麦肯齐在一份“认捐”声明中说：“生活给予我
许多，除此以外，我还有花不完的钱，我要捐献。”
她经过“深思熟虑”才做慈善，今后将一直保持这
种方式。法新社报道，离婚手续完结后，麦肯齐的
财产预期是36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富有女性。

杜鹃（新华社微特稿）

澳总理莫里森
率新一届政府官员宣誓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