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機：2595 3111 ‧廣告部：2515 5426 ‧報料：2595 3164、9181 4676 / inews@mingpao.com‧

2014 . 02 . 24 星期一 編輯利永倫 美術王丙言港聞 A2

港隊集訓比賽租用
香港滑冰聯盟發言人回應時證實，近兩年安排

港隊前往東莞 「冰星真冰」 滑冰場集訓。 「本會
看到葉小燕自 2011年起，每年有向有利益衝突申
報要求的政府部門做出申報……滑冰場 100%股權
屬於其女兒葉丹丹。」 不過，當本報追問，葉小
燕究竟向哪個政府部門申報其母女的關係時，冰
聯表示不會再回應。記者昨致電及發短訊到葉小
燕的手機，但至截稿前均未有回應。

不用深圳場 稱東莞場「距港最近」
冰聯發言人表示，選用東莞 「冰星真冰」 滑冰

場，因為它是 「離香港最近、常年保持結冰狀
態，符合國際滑冰聯盟規則……」 本報及後追
問，深圳最起碼有兩間國際標準的滑冰場，距離
香港更近，甚至離羅湖關口僅1公里（見另稿），
為何捨近取遠？冰聯就上述提問至截稿前沒有回
應。

記者向資助冰聯租場的康文署及香港體育學院
查詢，康文署沒有回應葉小燕曾否向該部門申報
利益衝突關係，也拒絕將發放給冰聯的《撥款指
引》公之於眾。署方表示，過去兩年，共向冰聯
提供約240萬港元資助，用於本地的訓練活動。
一名冰聯會員的家長向本報投訴稱，其女兒近

兩年曾參與東莞 「冰星真冰」 的訓練營，她說：
「其實每日上冰（練習）都是兩個小時，下午便

回酒店睡覺，但我特意要請假一個多星期到東莞
陪她，試問 10 多歲女，你放心她自己在那兒
嗎？」 她表示，2011 年東莞 「冰星真冰」 啟業
前，花樣滑冰訓練營都在香港 MegaBox 或深圳
「世界之窗」 舉行， 「若在深圳舉行，我照樣可

以返工，放工後才到深圳接她也可以」 。

港辦大賽移東莞受質疑 冰聯：遵指引
這名家長質疑，冰聯將 「2011年亞洲花樣滑冰

錦標賽」 移師東莞舉行並不適當， 「香港爭得主
辦權的大賽，以往在MegaBox舉行，轉去東莞比
賽，香港媒體甚少報道，完全推動不到香港滑冰
運動」 。冰聯回應稱，選擇東莞曾經公開詢價，
並遵守政府指引，經冰聯執委會通過決定的，主
席葉小燕亦遵守了避席的原則。
立法會議員、民政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陳家洛表

示，冰聯 「利益衝突很明顯。深圳至少有兩個合
適的場地，為何要捨近取遠，選用葉小燕至親的
場館？招標、問價的細節如何？由於事件涉及公
帑，性質屬相當嚴重」 ，會提交立法會跟進。陳
表示，冰聯 「無詳細解釋葉小燕怎樣避席，若只
於投票時避席，就是 『假動作』 。最重要是整個
過程都要避席」 。
曾任廉署總調查主任的大律師查錫我表示，冰

聯受公帑資助，若深圳有租金相若，甚至更低的
場地出租，冰聯便要充分解釋，並記錄在案，
「這個涉及利益衝突的決定，必須知會政府，否

則即屬自己批自己」 。

議員律師學者促交代「捨近取遠」
浸會大學體育系主任鍾伯光認為，冰聯選用訓

練場地時 「捨近取遠」 ，就要仔細羅列原因供隊
員參考， 「冰聯要解釋，為何將香港爭得主辦權
的亞洲花樣滑冰錦標賽，選擇於東莞舉行？港人
希望觀賞都不方便啦！」
香港花樣滑冰女代表馬曉晴的母親表示，女兒

多數在東北及華北訓練，回港期間曾往東莞參
賽，但距離香港 「好遠」 ，寧留港訓練，或往世
界之窗、羅湖萬象城的滑冰場訓練，而曉晴曾在
萬象城跟隨駐場名將世界冠軍陳露深造。
香港冬奧短道速滑代表呂品韜的母親向本報表

示，平時兒子多數在長春訓練，除了今屆冬奧前
備戰在東莞 「冰星真冰」 訓練外，過去從未在
「冰星真冰」 練習， 「他小時候則大多數選擇在

香港又一城訓練」 。兩名家長對於葉小燕母女的
利益衝突問題，均表示不太了解。

「香港滑冰聯盟」（下稱

「冰聯」）近年屢次未有採用

深圳滑冰場，改往車程較遠的

東莞滑冰場集訓及舉辦比賽。本報偵查發

現，冰聯選用的東莞滑冰場，原來由冰聯主

席兼董事葉小燕的女兒葉丹丹全資擁有，而

這對母女，是前總理李鵬的媳婦和孫女。

此外，廉署向體育界發出的《防貪錦

囊》，清楚指明若租用董事親屬的場地訓

練，便會涉及利益衝突，故須盡量避免及向

董事會申報。有立法會議員、大律師及體育

學者均表示，冰聯須清楚交代事件。

明報記者

冰聯租主席女兒冰場 涉利益衝突
李鵬孫葉丹丹擁有 冰聯：有申報政府

針對香港體育界的防貪工作，廉政公署特別發
出了一份《防貪錦囊》，《錦囊》當中列舉一項潛
在利益衝突的例子，「例如董事會成員的一名親
屬把所經營的私人體育場地租予總會作訓練用
途」（見圖），恰恰與香港滑冰聯盟的情况類似。

《錦囊》又指出，董事會成員須避免任何會導
致或被視為有利益衝突的情况，另要填寫指定表

格向董事會申報，如主席作出利益衝突的申報，
其主席職務應由副主席或另一董事會成員暫代執
行。
廉署前總調查主任查錫我表示，該《錦囊》屬

指引，不遵守並不等於違法，但若真的不遵守，
要有充分理由並記錄在會議紀錄，以及要向資助
機構如政府等匯報。

體界防貪錦囊 指或涉利益衝突

中外網站及媒體廣泛流傳多張前總理李鵬家族的合照，其中一張
刊登於內地 「中國信息網」 的圖片稱，李鵬（中）與兒子李小勇
（右一）、媳婦葉小燕（左一）、孫女葉丹丹（左二），於
2007年在深圳合照。

名義上由香港主辦的 「2011年亞洲花樣
滑冰錦標賽」 ，實際上被冰聯安排在葉丹
丹（冰聯主席葉小燕的女兒，圖）全資擁
有的東莞 「冰星真冰」 滑冰場舉行，她當
時在微博上載自拍照，宣傳這項賽事。

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左二）上月底，向冬奧
參賽選手呂品韜（左一）、領隊兼冰聯主席葉小燕
（右二）及教練呂碩（右一）授旗出征索契冬奧。
呂品韜賽後一度指未有隊醫隨團，影響出賽表現。

（資料圖片）

（廉署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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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小燕名將之後
葉丹丹花滑曾摘銅
香港滑冰聯盟主席葉小燕的丈夫李小勇，是

國務院前總理李鵬的幼子（見圖），兩人育有
女兒葉丹丹。李小勇曾化名朱峰，於10多年前
在香港與葉小燕以聯名或以公司名義買賣物
業。葉小燕本身亦大有來頭，她是解放軍創建
人之一、北伐名將葉挺將軍的孫女，她於 2003
年開始擔任香港冰聯主席。

本報昨向葉小燕發出短訊，查問她與李鵬的
關係，至截稿前未獲回覆。葉小燕和女兒葉丹
丹均持有香港身分證。葉丹丹曾是香港滑冰代
表隊成員，2005年為香港歷史性首奪亞洲花樣
滑冰錦標賽銅牌。

2013年12月23至29日

2013年12月6至8日、13至15日、20至29日

2013年9月2至5日

2011年8月23至26日

2011年8月15至21日

*香港體育學院資助 資料來源：香港滑冰聯盟

花樣滑冰訓練營*

短道速滑訓練營*

2013年亞洲公開短跑道速度滑冰錦標賽

2011亞洲花樣滑冰錦標賽

花樣滑冰訓練營

冰聯在東莞 「冰星真冰」的訓練營/賽事

深圳 「世界之窗」
「阿爾卑斯冰雪世界」滑冰場
開業年份：2007
距深圳羅湖車程：約30分鐘
一般包場費用：時租約數千至1萬元人民幣不等

深圳萬象城
「冰紛萬象」滑冰場
開業年份：2005
距深圳羅湖車程：約5分鐘
一般包場費用：時租約5000至6000元人民幣

東莞 「冰星真冰」滑冰場
開業年份：2011 距深圳羅湖車程：約1小時40分鐘 一般包場費用：時租約6000元人民幣

香港滑冰聯盟（冰聯）曾經租用位於深圳世
界之窗、華潤萬象城等地方的滑冰場，但冰聯
主席葉小燕的女兒葉丹丹經營的東莞 「冰星真
冰」 滑冰場開業後，冰聯便改往 「冰星真冰」
訓練和舉辦比賽。記者日前前往 3個滑冰場觀
察，發現深圳的兩個場地，距離羅湖關口車程
僅 5至 30分鐘，而前往東莞則需 1個多小時；
各場地時租相差不多，每小時收費由 5000至 1
萬元（人民幣，下同）不等。

本報記者早前從深圳乘坐包車，約 1小時 40
分後抵達冰星真冰滑冰場。記者以顧客身分入
內滑冰期間，一名駐場滑冰教練向本報記者承
認，港隊成員經常到該場集訓，而一般包場費
用約為時租6000元。

深圳冰場 稱世界冠軍作導師
至於離香港最近的 「冰紛萬象」 滑冰場，位

於深圳羅湖區華潤萬象城商場內，距離羅湖口

岸僅 1公里，從羅湖乘地鐵 5分鐘便可抵達。接
待記者的經理李志欣聲稱，無論師資、設備、
地點， 「深圳（萬象）都是東南亞最好的，導
師包括中國第一位花樣滑冰世界冠軍陳露，也
有冬奧雙人花樣滑冰銀牌得主丹尼斯（Denis
Petrov）。冰場設備是奧林匹克標準，60 米乘
30米」 。

李志欣續稱，如果香港隊前來集訓，一般可
安排於早上或晚上的時段訓練，（萬象）時租
約 5000至 6000元， 「我們會封鎖場地，用小路
錐圍出內圈，讓運動員練習短道速滑」 。

另一間深圳的 「阿爾卑斯冰雪世界」 滑冰
場，位於南山區 「世界之窗」 內，面積比萬象
滑冰場更大。在東莞冰星真冰開業前，香港隊
便是在此處集訓。記者向 「阿爾卑斯」 詢價
時，該公司推廣部稱租場費用視乎時段及季
節，一般來說，每小時介乎數千元至 1萬元不
等。

深圳冰場車程更近 費用相若

內地3滑冰場資料 （明報記者攝）

偵查
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