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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拍英皇娛樂 引入逾千台VAR BOX

港鐵事故頻頻 馬時亨：從教訓當中學習
港鐵近年事故頻頻，管治團

隊更被逼「大換血」，昨日換
血 行 動 走 到 尾 聲 ， 港 鐵
（0066）主席馬時亨最後一次
主持股東大會，新管理層亦塵

埃落定。馬時亨回顧任內經歷風雨，指公司
會從教訓中學習，被問到沙中線紅磡站工程
問題，他坦承項目管理上「未符公眾期
望」。今年7月歐陽伯權便會接任港鐵主
席，面對這個燙手山芋，如何改革管理機
制、加強對外判商監管、挽回公眾信心，將
會是任內首要工作。

最後一次代表港鐵 回顧「功績」
近年港鐵醜聞纏身，沙中線紅磡站工程問

題、荃灣線測試信號系統時發生撞車事故、
多項工程的嚴重超支問題等等，樁樁件件，

觸目驚心。由於港鐵與市民日常生活息
息相關，事件迅速發酵，最終導致港鐵
管理層大換血，行政總裁梁國權提早退
休，金澤培接任。而主席馬時亨於今年
中任期屆滿後亦會離去，7月起主席一
職由歐陽伯權接任。

昨日港鐵舉行周年股東大會，是馬時
亨最後一次以港鐵主席身份主持股東大
會，但他的發言中大部分並非檢討港鐵
工作，更多是說港鐵業績多麼「標
青」，好像指其3年任期內，港鐵股價
累計總回報率達 52%，高於同期恒指
42.3%的升幅，而過去一年港鐵總回報率
7.6%，跑贏同期恒指8.2%的跌幅。期望該集
團未來在新管理層領導下，業務及股價繼續
向上。

此外，對於任內目睹三條鐵路線包括觀塘

線延線、南港島線以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
開通感高興。雖然他亦有提到港鐵多年來經
歷不少風雨，指港鐵將從教訓中學習，但篇
幅明顯較其「功績」少。

他昨日亦提及沙中線的工程延誤，承認港

鐵在項目管理上「未符公眾期望」，但
指事後已積極回應，並作出相應改善措
施，之後會配合政府指派的調查委員會
工作，盡快解決有關事情，包括項目撥
款等。有記者問到今年3月荃灣線測試
新訊號系統時，兩列列車碰撞的事件，
馬時亨指董事會十分重視事件，稍後向
政府提交報告，會保留追究承辦責任權
力。

雖然近年事故延誤頻生，但現行港鐵
票價「可加可減」機制不會以港鐵服務
表現為準則，因此，即使港鐵坐擁逾百

億元車票收益，今年仍然可按機制上調票價
3.3%。而最後港鐵不負眾望，今年「加到
盡」上調票價3.3%，雖然同時增加優惠「對
沖」，但明顯目的只是想減低市場負面觀
感，令加價時間延遲到明年4月，對港鐵市

場形象並無幫助。

新管理層上台 盼加強管治
馬時亨昨日回應車票加價時，指出公眾常

期望車票減價，但實際上集團基本回報率只
有6.5%，比其他公用股低，票價調整機制多
年升幅亦比同期通脹及工資升幅低，又指港
鐵已為乘客提供不同車費優惠，強調保養鐵
路需要作出投入，去年在維修方面就超過90
億元，亦要顧及鐵路長遠需要，故該集團不
能單靠車票收入，同時開拓非票務收入。

這番解釋雖然合情合理，但以數據「冷冰
冰」地回應市場質疑，實在無法改變市場此
刻對港鐵的負面印象。期望新管理層上任
後，認真汲取教訓，盡責做好管治，挽回公
眾信心，重新「省靚」港鐵的金字招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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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搞VR電競

爭做超級獨角獸
全球首個VR流動體驗裝置VAR BOX已在今年第

一季，在日本及台灣推出，並預期在未來3年於
全球會有3萬台VAR BOX推出。吳聖鑫解釋作為香港
公司VAR BOX選擇率先在本港以外地區推出，是因為
早年成立電競場地需受到遊戲機中心牌照的規管影響，
但政府已於今年4月拆牆鬆綁，推出電競牌照指引，電
競場地可豁免遊戲機中心牌照申請，為業界開綠燈，所
以VAR BOX隨即於5月中登陸本港，並於旺角CGA
電競館設有VAR BOX體驗熱點。

目標3年內港主板上市
被問及是否有意在港上市，吳聖鑫稱公司的起動資金

約800萬美元，未來3年會投入約10億港元去拓展業
務，目標是3年內在香港主板上市，成為超級獨角獸公
司。
VAR LIVE獲得英皇娛樂入股，成為公司的策略性投
資者。英皇娛樂行政總裁許佩斯昨表示，成為VAR
LIVE的策略性投資者，除了看中電競是未來娛樂產業
鏈上的發展趨勢外，還希望與其探討在VAR BOX音樂
上發展的可能性。

英皇戲院放置VAR BOX
除全線英皇戲院會放置VAR BOX外，還計劃會進駐

卡拉OK、酒吧和百貨公司等地方。VAR LIVE執行董
事楊全盛昨表示，6月底會在尖沙咀一間酒吧設置
VAR BOX，以每鋪遊戲收費20元，遊戲時間約4至5
分鐘，可為酒吧客人提供射擊遊戲娛樂之餘，亦有助客
人在酒吧內的酒水消費。

每台平均每月收入1.5萬
VAR BOX在登陸本港前，已率先在台灣和日本推
出，吳聖鑫表示，根據兩地的試用結果，每台VAR
BOX每月平均錄得1.5萬元收入，而在本港會以分成形
式營運，以40% VAR LIVE、30%香港代理商和30%
商戶的比例去分成收入。
VAR LIVE於2018年成立，現時市值近10億港元，
專注四大業務範圍，包括專營體驗館、政府機關VR應
變訓練、主題公園VR化及VAR BOX，並計劃於今年
底舉辦全球VR電競大賽，推動香港VR電競發展。而
VAR LIVE擁有5個獨家專利技術，其中一個主要技術
是克服過去VR技術令用家因虛擬移動而產生暈眩的不
足。此外，VAR BOX玩家可以透過應用程式即時查看
遊戲排名，與全世界高手互相切磋，該應用程式在一個
月內已錄得超過5,000人次下載。

電子競技近年成為新興產業，港府亦撥款
推動本地電競業發展。本地虛擬實境與擴增
實境遊戲開發公司維亞科技環球(VAR LIVE)
昨公佈在港推出VR流動體驗裝置「VR電競
盒」(VAR BOX)，VAR LIVE創辦人及行政
總裁吳聖鑫表示，獲得英皇娛樂成為公司的
策略性投資者，在英皇集團旗下全線的英皇
戲院設立VAR BOX，目標於未來一年在港
引入超過1,000台VAR BOX，並計劃3年內
在香港主板上市，成為超級獨角獸公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
競文）港企外拓其中一個痛
點是與位處不同地區的團隊
溝通和協作，需建立一體化
的內部溝通平台提高工作效
率，同時確保數據和訊息得
以在安全環境下進行有效共
享和存檔。阿里巴巴昨在港
展示阿里雲產品和解決方
案，協助港企進軍大灣區市
場。

港數據中心落戶5年
阿里雲港澳及韓國區總經理劉彬星

昨表示，早在2014年，阿里雲就設
立了香港首個雲數據中心，至今服務
能力已增長一倍。愈來愈多企業正部
署業務上雲，以及於未來把業務全面
上雲（All in Cloud），這決策對企業
影響深遠，並將為企業帶來龐大經濟
效益和效率提升。為營造有利科技發
展和應用的商業環境和生態系統，阿
里雲去年成立了「港澳生態聯盟」，

為不同行業的客戶提供阿里雲全面的
解決方案和國際網絡。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為企業帶

來更龐大的商機。阿里雲全面的產品
和針對垂直行業的定製方案為有志立
足香港，拓展大灣區的企業提供技術
後盾。阿里雲高速通道（Express
Connect）和強大的內容分發網絡
（CDN），助力周大福珠寶開發內部
協作平台，提升不同地區團隊的工作

效率；本港一站式餐飲平台
開飯喇（OpenRice）亦已
將自建的伺服器遷移上雲。
周大福珠寶資訊及通訊應

用中心總監曾紹光表示，在
開發內部通訊和協作工具的
過程中，從平台設計到保養
的每個環節，阿里雲都與公
司緊密合作，確保產品能滿
足周大福的需求並在交付後
保持高效運作。現在周大福
的全球員工都在使用這個平
台，同事們普遍認為平台操

作簡單，並能有效提升團隊間的協作
效率。
開飯喇行政總裁邱桂雄表示，將數

據中心向雲端遷移是公司發展的關鍵
一步。像開飯喇這樣的企業，要獨立
支撐和保養足以應付最大預期流量的
伺服器，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公司
有這個能力，在低流量時段也會造成
容量閒置和浪費。遷移到阿里雲，則
幫助公司解決了這個困境。此外，公
司還能用到阿里雲提供的專業技術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新
興的電競產業，其運作和商業模式市
場還在探索階段，一些在全球受歡迎
的電競遊戲會舉辦有獎金的比賽作招
徠，衍生電競職業選手行業，惟電競
選手並非如外界想像中風光，可以出
國打機比賽，大部分選手需要自費到
海外比賽，回報與付出未必成正比。

港最佳選手也沒贊助
會舉辦電競比賽大多數為受捧的遊

戲，例如是多人線上對弈類型的《英

雄聯盟》和「大逃殺」式玩法的《絕
地求生》等等。有香港街霸第一人稱
的《街霸》著名港將HumanBomb
（HB），曾在全球最大型格鬥遊戲
比賽EVO勇奪第五名，乃香港選手
歷來最佳成績，但也得面對沒有贊
助、需自費出國作賽的窘境。
雖然目前HB跟一家電腦防毒軟件

公司合作，但並非正式的贊助方式，
例如早前在越南的賽事他還得自付機
票和食宿費用，HB目前只是接些邀
約工作來做，以及直播開台，所以今

年應只會圍繞亞洲賽事參與，HB認
為要在本年度《街霸》全球巡迴賽搶
得更多分數以參加年底的決賽，確有
相當難度。
事實上，職業的電競比賽已經具相
當規模，例如《街霸》比賽已有職業
化水準，全球一年有超過50場大大小
小的計分比賽，選手累積夠一定積分
就可參加年尾的決賽，但前提是如果
沒有贊助的選手，出國費用需要自
費，若未能在比賽中勝出獲得獎金，
分分鐘是「白做」。

電競選手需自費出國比賽

港企上「雲」擴大灣區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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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BOX將登陸香港全線英皇戲院，目
標於未來一年在港引入超過1,000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維亞科技環球講解VAR BOX。左起為
VAR LIVE聯合創辦人楊全盛、創辦人及行
政總裁吳聖鑫、英皇娛樂行政總裁許佩斯及
英皇集團首席財務總監朱偉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