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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詳情
■日期 2018年 7月 27日至 31日

（周五至周二）

■時間 上午10時至晚上9時（7月
31日至晚上8時）

■地點 會展Hall 1及Hall 3

■重點活動

香港電競格蘭披治大賽、電競嘉年
華、手遊電競亞洲群英賽、創天綜
合同人祭、Heartbeat 動漫音樂
祭、動漫Cosplay大賽、香港漫畫
藝術展、同航藝術玩具展、國際兒
童虛擬實境電影節

資料來源：香港動漫電玩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由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
集團、未來
之 星 同 學

會、上海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
共同主辦的2018「未來之星．從香港
出發——上海創新創業之旅」已於日
前正式開展。18日下午，上海市副市
長許昆林會見了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副董事長、總編輯李大宏率領的
交流團一行。
許昆林鼓勵港生積極參與雙創，直
言「希望寄託在你們這一代」，他亦
表示滬港兩地優勢互補，相信未來能
夠強強聯合，共同發展。

許昆林：希望寄託在你們
在會見中，許昆林親切問候了港生
的交流情況，並介紹了上海發展，他
說，上海不僅是經濟總量排名全國第
一的城市，亦擁有全世界最長的地鐵
線路，高等院校數量也排名全國前
列，尤其在創新創業方面，上海還不
斷加大支持力度，一些技術研究設施
對外甚至免費開放。
他更鼓勵港生們來到上海學習、發
展、創業，直言科技的進步少不了人
才的發展，「希望就寄託在你們這一

代」。
而談及此次交流，李大宏表示，在

去年「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上
海創新創業之旅」成功的基礎上，今
年的活動更加豐富，不僅可以讓港青
了解國情，亦是港生們探求創新創業
的機遇，在對國家改革開放變化加深
理解的基礎上，滬港交流亦建立起更
堅實的橋樑。
上海市港澳辦副主任周亞軍等參加

會見。會上港生們還積極向許昆林提
問，並闡述了自己的心得體會。

讚歎發達包容 後悔遲來
來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陳琛耀，

分享了此次交流活動為自己帶來的
「魔幻」感受，「我抱着想知道上海

這座『魔都』到底『魔』在哪裡的想
法來到這裡，沒想到短短三天已經讓
我着魔。」
他表示，從鬼斧神工的建築到美麗

愜意的風景，上海這座城市讓他體驗
到發達與包容，「第一晚我到了酒吧
看球，沒想到有一半球迷都是外國
人，沒有了地域的區別，這個縮影體
現了上海海納百川包容精神，讓每個
人都能在這裡找到歸屬感。」
行程中，陳琛耀更「後悔」遲來上

海，「當我在世博館內看到8年前世
博舉行時壯觀，數百個國家共聚上海
建造自己國家特色的場館，展示自己
國家的文化歷史、未來的科技，無一
不令我嚮往。我後悔為什麼當初沒有
早點來上海，早點參與到這場舉世的

盛宴中。」
他更坦言，雖然行程僅僅進行3

天，但自己已對上海產生迷戀，「我
不單喜歡她的繁華、也喜歡她的文
化、她海納百川的包容；人人都能在
此找都一份自己喜歡的事物，想進一
步了解她，這可能就是上海讓人為之
着魔的地方吧。」
來自香港17所大專院校的40名港

生參加是次「未來之星」的上海創新
創業之旅，行程中他們會遊覽黃浦
江、新天地感受上海文化；到訪上海
市政協、浦東幹部學院了解國情；參
觀張江科技園、商飛集團體驗科創發
展；參與創業者及青年大學生講座交
流，探討人生發展規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遊滬觀創科 港生「着魔」
7月17日，未來之星走進位於上海浦
東新區的張江高科技園區，這裡被譽為
「中國硅谷」，經過20多年發展逐漸構

築了生物醫藥創新鏈、集成電路產業鏈和軟件產業鏈的框
架。同學們觀看了園區介紹影片，並實地參觀了園區科技成
果展示、園區企業的辦公場所、跨國企業孵化平台等。
「恭喜你答對了！」在參觀中，一台會講話的小型機器

人引起了眾多港生的關注，大家饒有興趣地與機器人對
話，回答機器人的問題，時而爆發出歡樂的笑聲。
在與眾多現代科技產品互動後，恒生管理學院學生關詠

心說，透過園區看見了中國科技發展水平日趨成熟，一些
科技研究產物值得香港好好學習，將先進科技融入企業和
社會。
另一港生郭穎琳則說，此次到訪的科技園區是最貼近

「創新創業」主題的地方，張江高科技園為不同的初創企
業提供空間及創業的支持，例如一些法律信息以至稅收優
惠政策宣傳，使企業能把精力集中在技術開發上，研發出
更好的產品，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是名副其實的初創
企業孵化區。
在眾多科技產品中，郭穎琳對於以光觸媒技術清潔玻璃最

為欣賞，「以光觸媒在物件上噴一噴，不用拭抹就能把有機
物及細菌消滅，十分方便。」
她說，「各家公司利用現代

科技尋找商機，把先進科技應
用到日常生活，為大眾生活提
供便利，我深深體會到上海對
創新科技的追求與支持，對於
這些企業提供了充足資源，吸
引更多人加入行業，為上海科
技產業發展打下強心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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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探訪張江科技園。

第二十屆動漫電玩節將於本月27日至31
日舉行，大會今年重新容許參展商於

現場發售限量產品，故首次增設實名登記
制，並提早於下周一上午9時半起，於旺角
麥花臣球場接受500名入場人士預先登記，
並獲發籌號卡，可於動漫節首日憑卡和進行
容貌識別優先進入會場。
香港動漫電玩節行政總裁梁中本昨日表
示，以往發售限量物品，均會有排隊黨插
隊，故今年特別提早派籌，派籌地點空間、
位置都方便管理，大會亦會加強保安和採用
容貌識別，相信可有效控制現場秩序。
他並說，每年約十萬入場人次，估計今年

可以保持，但未能估算實數。

著名車隊合辦 贏者簽約一年
近年電競愈來愈普及，動漫電玩節亦推出

相關活動，除了舉辦「電競嘉年華」和「手
遊電競亞洲群英賽」，邀請海外的電競冠軍
隊伍來港激戰之外，參展商SIEH更會聯同

eRacing GP Enterprise Limited及著名賽車
隊「亞洲鳳凰車隊」，合辦首個「香港電競
格蘭披治大賽」，以賽車遊戲《Gran Turis-
mo Sport》（GT sport）作賽，最終優勝者
將有機會獲得Phoenix Racing Asia車隊「職
業賽車運動員」1年有薪合約。
首輪計時賽將於本月29日至31日於Play-

Station展區「GT Sport賽車區」舉行，開
放予香港永久性居民現場報名參加，計時賽
初時速最快的3名參賽者可直接進入48強準
決賽，從中選出的15強於12月至明年1月
進行最終決賽後，最佳成績的3位參賽者將
可前往「亞洲鳳凰車隊」基地接受真實賽車
培訓及測試，最終優勝者可贏得車隊提供一
年有薪「職業賽車運動員」合約。

如「賽車模擬器」培訓新血
職業賽車運動員、亞洲鳳凰車隊賽車手李

英健表示，最終優勝者簽約後會正式成為賽
車手，參加不少於6場GT4職業賽事，車隊
會提供賽車、體能、應對傳媒等訓練，惟未
能透露合約金額。
李英健指出，今次比賽選用的賽車遊戲十

分逼真，約三四年前已有外國車廠以之訓練
賽車手，部分人更已在頂級賽事中獲獎，而

香港缺乏賽車場地，訓練和參賽費用亦十分
高昂，小型賽車達每年要200萬元，三級方
程式、GT賽事更要逾千萬元，認為賽車遊
戲有利香港培訓賽車新血。

而為慶祝動漫電玩節今年踏入20周年，
漫畫公司天下出版社將舉行《天下 風雲歲
月紀念展》，天下出版社創辦人、著名漫
畫家馬榮成表示，展覽將展出天下過去的

參展場刊、代表性產品，並會展出動漫原
畫，包括與已故台灣漫畫家鄭問合作的作
品，期望藉今次展覽讓資深動漫迷緬懷一
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一

年一度的香港動漫電玩節將於下周

五起，一連5天於灣仔會展中心舉

行。今年大會繼續緊隨電競熱潮，

除了邀請海外的電競冠軍隊伍來港

激戰，更有參展商與車隊合辦「香

港電競格蘭披治大賽」並開放予入

場人士參加，成績最快的3人有機

會到車隊基地接受真實賽車培訓，

最終優勝者可贏取一年有薪職業賽

車運動員合約。

■■許昆林會見李大宏率領的未來之星交流團一行許昆林會見李大宏率領的未來之星交流團一行。。

■李大宏（左）向許昆林
贈未來之星同學會紀念水
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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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健表示李英健表示，，「「香港電競格蘭披治香港電競格蘭披治
大賽大賽」」優勝者簽約後會正式成為賽車優勝者簽約後會正式成為賽車
手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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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機場6月單月接待旅客超過66
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19%，飛

機起降量也較去年同期增長14%至超過
5,100架次。主要由於旅客往來中國內地及
東南亞航線的人數上升帶動，兩者分別較
去年同月上升41%及13%，而中國台灣市
場旅客亦略有3%增長。截至2018年6月
底，澳門國際機場提供約29家航空公司，
航線遍佈中國內地、中國台灣、東南亞及
北亞地區等49個城市。
2018年上半年澳門國際機場共引入三間

新航空公司開展航空服務。分別是菲律賓
Royal Air Charter Service、小星球航空

（Small Planet）及俄羅斯皇家航空（Roy-
al Flight）。俄羅斯皇家航空於今年5月初
再次飛抵澳門，運營每周一班澳門至莫斯
科航線，並從以往的常態性包機轉為定期
航班服務。剛踏入下半年，海南航空將會
於7月初開通每周兩班澳門至三亞航線。
柬埔寨航空也將於7月開通澳門至金邊、
暹粒和西哈努克航線，7至8月暑假期間，
相關航空公司將配合市場需要加密航班，
另加開日本名古屋等包機航班為市民和遊
客假期出遊提供更多選擇。預計在今年的
第三季及第四季將會繼續有新的航企及航
線逐步加入營運。

由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下稱「新地）主辦的第七屆「新
地公益垂直跑」垂直馬拉松賽事日前正式公開接受報名，兩項賽
事「勇闖香港ICC」及「勇闖上海IFC」分別於12月2日及10月
14日舉行，香港賽站繼續成為垂直馬拉松世界巡迴賽終極賽
站，屆時來自世界各地的垂直跑精英將雲集於環球貿易廣場
（ICC），展開一場龍爭虎鬥，爭奪世界冠軍殊榮。
新地執行董事兼副董事總經理雷霆、執行董事郭基泓，聯同活

動籌委會聯席主席張永銳日前一起主持了啟動儀式。其他出席嘉
賓包括：國際競速聯盟主席Marino Giacometti、香港浸會大學
體育系副教授雷雄德等。另外，75歲跑手梁秉勛、大澳佛教筏
可紀念中學接力隊成員及兩個曾多次參與活動的家庭，亦於現場
分享參與垂直跑的體驗及感受。
新地執董兼副董事總經理雷霆表示，「新地公益垂直跑」至今

已踏入第七屆，過往累積籌得超過3,800萬港元善款，幫助了數
以萬計的兒童及青少年。今年，集團亦特別準備連串社區活動，

加深市民對垂直跑的了解，冀望更多市民能享受運動樂趣，身體
力行支持運動行善，而「勇闖香港ICC」的善款，則會撥捐香港
社會服務聯會及香港公益金，用作發展基層兒童及青少年項目。

勵進教育中心的「光大控股星聲講故事」
計劃已於日前在中心的網站，上載以廣播劇
形式播放的「兒童中國歷史」故事系列的第
十五個故事：擊鼓退金兵──梁紅玉，並請
來香港著名演員、人稱「家燕姐」並獲香港
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的薛家燕，為大家聲
演這個中國南宋抗金女英雄的故事。
相信聽過梁紅玉這個名字的人不多，能夠
說出她生平事跡的人更少；但是，梁氏的一
生其實頗為傳奇，她出身於武官世家，祖父
和父親都是武將，所以自小習武，鍛鍊出堅強
的意志，後來雖被逼流落風塵，惟她並沒有自
暴自棄，最後還可以逆境自強，成為抵抗外敵
的巾幗英雄。
如果想認識更多有關梁紅玉的傳奇故事，

請前往勵進教育中心的網站，收聽由「家燕
姐」所聲演的有關巾幗的故事：擊鼓退金兵─
─梁紅玉，以及參與相關的有獎問答遊戲贏取
獎品，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https://endeav-
our.org.hk/index.

勵進中史廣播劇 家燕姐聲演梁紅玉

■新地執董兼副董事總經理雷霆（中）、執董郭基泓（右），以
及活動籌委會聯席主席張永銳為2018「新地公益垂直跑」揭開
序幕。

第七屆「新地公益垂直跑」接受報名

■■澳門國際機場今年首半年旅客量錄得顯著增長澳門國際機場今年首半年旅客量錄得顯著增長

澳門國際機場首半年客運量增長20%
澳門國際機場今年首半年錄得顯著的旅客量增

長，處理總客運量達到400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
升20%；飛機起降量超過31,000架次，同比上升
12%。澳門國際機場三個主要市場包括中國內地，
中國台灣及東南亞市場旅客人數較同期分別增長
37%、4%及 16%。澳門國際機場每天平均約有
22,000人次進出。在今年首六個月目的地旅客增長
22%，而澳門國際機場亦成功減少依賴中轉旅客約
1.6%。其中搭乘傳統航空公司旅客亦顯著增長約
26%，同時低成本航空公司也保持9%增長。預期
澳門國際機場下半年的客運量及飛機起降量將保持
平穩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