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健

文）香港旅遊發展局將於今年8

月再度舉辦「香港電競音樂

節」，將有三大國際性電競比

賽舉行，包括近年大受歡迎的

英雄聯盟及俗稱「食雞」的絕

地求生遊戲，將成為本港歷來

最大型電競賽事，預期可吸引2

萬人入場觀賞。據了解，今年

門票價格可望比去年調低30%

至40%。今年活動將首次與香

港電腦通訊節合作，電競賽事

觀眾可免費參與同場地舉行的

通訊節，以收協同效應。

電競節「添食」票價或減四成
首與電腦節合作 料吸2萬機迷觀賞「英雄食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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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競音樂節節目
日期

8月24日至8月26日

8月24日至8月27日

8月24日及8月25日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地點

灣仔會展Hall 3

灣仔會展Hall 1

紅磡香港體育館

節目

3項國際性電競賽事
及體驗區

香港電腦通訊節

世界級紅星演唱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文森）港鐵日前公佈高
鐵香港段票務安排，其中非
以香港為出發站或終點站的
內地段車票，須要經由代理
商購買並繳付手續費。特首
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會督促
港鐵與中國鐵路總公司磋
商，希望將手續費減至最
低，如有需要特區政府會參
與。
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行政會

議前解釋，港鐵可發售由香港
出發或作為終站的「4+14」、
即4個短途站和14個長途站的
車票，但無獲授權出售內地段
車票，所以需要由鐵總或其授
權的機關售票，現正磋商安
排。
她續說，由於代理商協助在

香港售票有服務性質，一貫做
法都要有手續費，「不過我都
會督促港鐵和有需要便由特區
政府參與，希望將手續費減至
最低，以方便更多港人乘搭高
鐵不但去直達的站，亦可暢遊
全國高鐵的網絡，這個工作我
們一定會做。」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

員田北辰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指，內地所有城市可免
手續費購買來往香港的車
票，是因為內地的營辦商是
直接管理所有車站，惟港鐵
卻沒有內地段的管理權。

由於立法會對有關機構徵收手續費沒
有審核權，故未能以法例監管，擔心情
況令市民難以接受。

田北辰倡網購可港手機號認證
他認為有需要提供另一個可以不支付手

續費購票的選擇，如港人可使用內地高鐵
網（12306網）訂票，再到深圳北等站的
自動售票機以回鄉證取票，無須繳付手續
費，但由於內地網購票要填上內地手機號
碼作認證，即購票人士需持有內地電話號
碼，他已去信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系統
接受香港手機號碼認證。

旅發局去年首度舉辦電競音樂節，
包括電競比賽、電競體驗區及音

樂會活動，共吸引6萬人流，其中旅
客佔逾10%，在網上收看電競比賽直
播人次近800萬，活動帶來的宣傳效
益更高達1億港元，比其他旅發局主
辦的活動更高。由於成效理想，故今
年再度舉辦。
旅發局節目及旅遊拓展產品總經理
洪忠興昨日與傳媒會面時介紹，今年
電競音樂節將於8月24日至26日（周
五至周日）舉行，除設有電競體驗區
展示最新遊戲、有遊戲網紅對決等活
動外，還將舉行三項大型國際性電競
賽事，包括去年首次舉辦的「英雄聯
盟王者回歸世界邀請賽」，由冠軍級
退役選手組成東、西方兩隊對壘，爭
奪10萬港元獎金。
第二項為「ZOTAC CUP Master
《CS:GO》盃賽全球總決賽」，全球
四大賽區包括美洲、歐洲、中國內
地、台港澳亞洲的總冠軍以及4區精
英合共8隊，將雲集本港參賽，總獎
金達30萬美元。至於「絕地求生世界

邀請賽2018」，除邀請14隊世界級選
手參與外，亦會在香港選拔兩隊優秀
隊伍參加，獎金額則未定。

移師會展舉行 免日曬雨淋
旅發局總幹事劉鎮漢表示，從上次

活動汲取不少經驗，例如去年電競比
賽及音樂會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
比賽場地令演唱會座位減少，而體驗
區設在戶外，亦令參加者飽受日曬雨
淋之苦，故今年兩活動將移師灣仔會
展舉行。
為讓更多年輕人參與電競活動，洪

忠興表明，電競比賽的門票價格將較
去年相宜。去年電競比賽門票價格由
80元至480元不等，據了解，今年價
格可望調低30%至40%，惟實際票價
尚待確定。

觀眾可免費參與同場電腦節
他續說，今年電競音樂節將首度與

同場在會展另一展館舉行、由香港電
腦商會舉辦的香港電腦通訊節合作，
電競比賽觀眾可免費參與電腦通訊
節，以收協同效應。
在音樂會方面，洪忠興介紹，今年將

繼續在紅館舉行，但會由1場增至2場，
惟因目前仍在招標中，要待本月28日才
截標，故暫未知演出者陣容，惟標書已
列明兩個要求，包括藝人必須屬世界
級，及曾舉行大型巡迴演唱會的表演
者，希望讓觀眾有驚喜。票價預計與去
年的680元至1,880元相若，需待稍後公
佈。
劉鎮漢期望，3項電競賽事可吸引逾

2萬人進場參觀，由於演唱會場數增
加，今年參與整項活動人數定會比去
年為高。成本方面估計與去年相若，
約5,000萬港元。

取消強積金對沖討論
多時，立法會人力事務
委員會昨日討論方案。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認同，政府初步構
思的方案對微企的支援未必足夠，原封不動
機會相當低，政府會改良方案，但重申政府
取消對沖的決心大，盼望於年內敲定方案提
交至行會，及在明年年底前向立法會提交法
案，爭取在2020年立法會換屆前完成立
法。

根據立法會的文件顯示，取消對沖以
「劃線」形式，實施日期後的僱員所得的
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回復以僱員可得每月
工資的三分之二，或上限39萬元，由僱主
專項儲蓄戶口，按其僱員的月入 1%供
款。
而政府將會加大資助額度，數額由原本
79 億元，增至172億元，分擔僱主12年過
渡期內的支出。
羅致光在人力事務委員會上指出，得悉商

界指中小微企或未獲足夠保障，政府會繼續
與持份者商討，改善方案構思，希望可以解
決中小微企負擔，但重申政府以取消對沖為
原則。
就商界擔心中小微企未能應付取消對沖帶

來的開支，他指，政府已設專項戶口及分層
補貼企業，而政府採用逐步退場的方式，亦
是為了防止僱主解僱員工。
羅致光期望可在年內訂立最後方案呈交至

行會，並在現屆立法會完結前完成立法工

作，並於2022年落實推行取消對沖，形容
時間緊迫。

議員促提出立法時間表
會上，不少商界議員質疑取消對沖或令中

小企難以生存。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
示，業內有逾八成企業均屬中小企，目前已
有數間旅行社因憂慮取消對沖，打算提早結
束營業，促請局方理解中小企經營的壓力。
工業界立法會議員吳永嘉則稱，政府目前

的方案未有考慮中小企的負擔能力，是將責
任推卸到商界身上。
勞工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則認為，

政府現時的方向正確，希望政府能拿出決
心，盡快落實取消對沖，促請局方提出立法
時間表。
一眾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包括陸頌雄、何啟

明、潘兆平，聯同勞顧會勞方代表同日發表
聲明，指取消對沖不容再拖。他們強調，取
消對沖已是社會共識，因強積金能對沖，被
外界譏為「僱主錢罌」，其退休保障成效受
質疑。
聲明又形容，取消對沖早已是社會和議

會共識，擔心政府「議而不決」，最終淪
為有諮詢沒有落實，錯失改革強積金的良
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來自美
國的經典結他名牌Gibson債台高築，
月初申請破產保護令，在港的子公司
亦受牽連清盤，逾百名員工受影響，
料涉及2,000萬元的欠薪及代通知金。
臨時清盤人昨日舉行債權人會議，正
式解僱所有香港員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及何啟
明、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及勞工服
務中心昨日到場跟進事件，並即場為
受影響員工提供有關僱員權益的查詢
及協助。
有傳媒報道，臨時清盤人「致同重

整服務有限公司」昨日舉行債權人會
議。有員工指，大部分香港員工出席
會議，會上需投票委任清盤人及監察
小組，並向員工派發解僱通知。

員工斥公司無良 工聯跟進
有員工指，公司「Gibson Innova-

tion Limited」申請清盤前，應有約4
千萬元的流動資金，惟現時不知所
終。他批評總公司故意逃避支付欠
薪，留待政府的破欠基金解決，又指
公司做法無良，希望能以法律途徑追
討欠薪。

另一名員工說，員工原本受飛利浦
聘用，但公司早於3年前出售旗下生
活及影音業務予Gibson Brands，員工
亦跟隨過渡。
他又說，月初美國母公司申請破產

保護令後，香港子公司在翌日公佈不
會再支薪。他預計員工被拖欠通知
金、假期雙糧及欠薪等約2,000萬元。
受影響員工今日起陸續向勞工處求

助。如果僱主無法償還債務而倒閉，
僱員可自行申請破欠基金特惠款項，
包括墊支欠薪、遣散費及代通知金
等。

羅致光：改良撤對沖方案援中小企

結他品牌清盤 逾百人遭欠薪2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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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戰包山之巔 下周二晚10時派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年
一度長洲太平清醮搶包山比賽將於下
周二(5月22日)晚上在長洲北帝廟遊樂
場足球場舉行。當晚12名晉身決賽的
選手將分為男、女子組爭奪獎項。康
文署表示，北帝廟遊樂場足球場共可
容納1,650名觀眾，大會在晚上10時
開始派發免費入場券，市民可到長洲
消防局側的北社一里沿冰廠路排隊輪
候，每人可獲派入場券1張，先到先
得，額滿即止。
康文署指，當晚除了頒發獎盃予男

子組冠、亞、季軍和女子組冠軍外，
大會亦會繼續頒發「代代平安獎」，
獎勵從包山上摘取最多平安包的參賽
者。
新渡輪表示，為加強碼頭人流疏

散，因應運輸署安排，中環及長洲碼
頭的月票通道下周二將不會開放。為
減少對月票人士的影響，會為購買了
今個月中環來往長洲月票者提供來回
免費乘船證，持證者當日可以使用特
別通道上船，預計有約4,000名購買
了5月份月票的人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交通
事務委員會後日開會討論港珠澳大橋及香港
口岸的運作安排。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
出，香港口岸將提供約650個泊車位予本地
非跨境私家車停泊，為方便駕駛人士，停車
場將設預約制度，劃出一半車位供預約，使
用者可於使用前24小時至7天前預約。此
外，日後將開辦3條專營巴士線及1條專線小
巴線，讓市民前往香港口岸。
文件指出，港澳政府將設立「港珠澳大橋

澳門口岸泊車轉乘計劃」，讓合資格的香港
非商用私家車車主，無須申領配額，只需申
領港澳政府發出的牌證和預約澳門停車場泊
位，便可使用大橋駕車前往澳門，在澳門口
岸東停車場作短期停泊。私家車司機及乘客
在停車場泊車及辦理入境手續後，可在澳門
口岸轉乘公共交通前往澳門其他地區。
文件又透露大橋的交通管理及執法等安

排，大橋香港連接路會按現有香港其他快速
公路的標準，設有道路監察系統，運輸署已
在香港口岸及連接路設交通標誌，亦會在觀
景山隧道進行廣播，確保本港、內地和澳門
的司機獲得駕駛規則資訊。

以棕色實線標示粵港分界
為了使駕駛者得知何時進入或離開香港範

圍，運輸署會於大橋主橋和香港連接路交界
處，以棕色實線標示粵港分界線，並在該處
道路兩旁加設相關路牌和道路標記。

設3巴士1小巴線
公共交通服務方面，9條現有機場「A」線
路線將延長至香港口岸，並會新增3條新專
營巴士接駁專線，來往香港口岸與機場 (途
經亞洲國際博覽會) 、欣澳 (指定時段途經香
港迪士尼樂園) 及東涌滿東邨 (途經逸東邨和
港鐵東涌站)；以及1條新專線小巴路線來往
香港口岸及東涌北（途經機場航膳區及亞洲
國際博覽館）。

大橋港口岸650車位 一半須預約

■■去年首度舉辦的電競音樂節吸引去年首度舉辦的電競音樂節吸引66萬人流萬人流。。 旅發局供圖旅發局供圖

■■工聯會到場跟進事件工聯會到場跟進事件，，即場為受影響員工提供有關即場為受影響員工提供有關
僱員權益的查詢及協助僱員權益的查詢及協助。。

■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

■■長洲搶包山比賽將於下周二舉行長洲搶包山比賽將於下周二舉行。。

◀劉鎮漢(右)指從
去年電競節汲取
不少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攝

▲▲去年香港電競音去年香港電競音
樂節現場情況樂節現場情況。。

旅發局供圖旅發局供圖

���4B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