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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費78元 亞太區未列首發

Stadia首發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
國、荷蘭、比利時、丹麥、芬蘭、挪
威、瑞典、愛爾蘭、意大利和西班牙，
暫未知何時支援包括香港在內的亞太地
區。11月的首發服務只限特別版套裝，
月費計劃預計最快明年初才開始，
Google明年也會推出畫質較差的免費版
本Stadia Base。

手機平台暫只支援Pixel
玩家參與訂閱計劃後，可在Chrome

瀏覽器打開Stadia平台，自由開啟多款
遊戲，包括Bungie前年推出的大作《天
命2》，用家亦可在平台上，付款購買約
30款收費遊戲，包括Ubisoft旗下的《刺
客教條：奧德賽》(Assassin's Creed: Od-
yssey)和《火線獵殺：絕境》(Ghost Re-

con Breakpoint)。手機方面，Stadia現階
段只支援Google自家的Pixel系列手機，
其他Android手機則暫不支援。
Ubisoft總裁吉耶莫表示，雲端科技能

改變遊戲業界，期望用家能盡早體驗。
Google總裁披猜則稱，期望創造每個人
均能使用的遊戲平台，讓Stadia變成遊
戲界的Netflix和Spotify。

■美聯社/法新社

加拿大艾伯塔省一座博物館內，有一個
已上鎖40多年的夾萬，由於失去密碼，故
一直無法打開，即使夾萬製造商和鎖匠亦無
計可施。館內職員多年來讓訪客嘗試破解密

碼，但一直無人成功，直至36歲男子米爾
斯日前與家人到訪博物館時一試運氣，在心
血來潮下，只嘗試一次便成功打開夾萬。
該夾萬為一間酒店在1970年代結業後轉
贈館方，當米爾斯看到夾萬密碼盤的數字是
0至60後，便猜想密碼可能為「20，40，
60」，其後將耳朵靠在夾萬，開始轉動密碼
盤，首先順時針轉3圈至20，再逆時針轉2
圈至40，最後順時針轉1圈至60，隨即聽到
開鎖聲。
米爾斯得知成功打開夾萬非常興奮，表

示自己「純粹靠估」，稱要買彩票再碰運
氣，就連他的家人亦不相信他能成功開鎖。
夾萬內並沒收藏名貴物品，只是一些收據和
一張舊支票等。

■綜合報道

全球最大串流音樂平台Spotify前日宣佈，
已與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夫婦的製作公司
「Higher Ground」簽署一項為期多年的協
議，奧巴馬與妻子米歇爾將在平台上製作獨
家Podcast節目，並於全球播出。Spotify每月
活躍用戶數目逾2.17億，近年積極開拓Pod-
cast業務，單在今年便收購3間相關製作公
司。

Spotify表示，奧巴馬夫婦除製作Podcast節
目，更會在節目內親自以聲音演繹。奧巴馬
發聲明指，稱Podcast提供一個機會，讓人們
進行有建設性的對話，並可為人帶來歡樂和
啟發思考，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故期待
與Spotify合作。米歇爾則表示，希望為經常
被忽略的群體發聲。目前未知新節目會觸及
什麼話題，亦未知播出日期。

Podcast 市場近 5 年來蓬勃發
展，據消費者數據統計公司Statista
的資料顯示，美國的Podcsat聽眾在
過去3年增加35%，而業界近年亦開
始改變營運模式，從用戶免費收聽節目
及製作人收取廣告收益的方式，轉至用
戶付費收聽。

■路透社/美聯社

美國科企Google前日宣佈，將於11

月在14個國家，推出串流遊戲平

台Stadia，屆時用戶無需逐一安

裝遊戲，就能以任何裝置連接伺

服器，直接在中央伺服器玩遊

戲。Google 會為 Stadia

推出特別版套裝，提

供限量版手掣和兩

張有效期 3 個月

的平台通行證，

售價為 129 美元

(約1,011港元)，訂

閱計劃收費則為每月

9.99美元(約78港元)。

奧巴馬夫婦夥Spotify 製獨家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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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氣象局表示，數以百萬計瓢蟲周二在加州南部約2,700
米上空聯群飛過，由於數目眾多，形成一個長及寬約130公里的
龐大團狀，雷達甚至錯誤顯示為一股風暴。
瓢蟲屬甲蟲類，由於會捕食蚜蟲、葉蟎蟲和粉介殼蟲，被視為

益蟲。今次雷達偵測到的瓢蟲群，於洛杉磯以東110公里的希
斯皮里亞市上空飛過，國家氣象局於twitter上載相關雷達圖
像。有網民表示，「這總好過蝗蟲」和「快吃掉那些蚜
蟲」。
加州有超過1,000種瓢蟲，目前未知瓢蟲為何大規模移
動，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昆蟲學教授卡爾德則認為，原因
之一可能是加州氣溫逐漸上升，促使瓢蟲在當地山區
冬眠後集體遷徙，而加州今年濕度高和雨量多，
有助瓢蟲在冬天過後仍然存活，解釋了這群瓢
蟲為何數量如此驚人。 ■綜合報道

■■雷達錯誤顯示瓢蟲群雷達錯誤顯示瓢蟲群
為風暴為風暴。。 路透社路透社 ■■瓢蟲瓢蟲

■■米爾斯米爾斯((跪下男子跪下男子))打開了夾萬打開了夾萬。。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Google串流打機平台
1111月上市月上市

■■StadiaStadia 用戶可用戶可
直接在中央伺服直接在中央伺服
器玩遊戲器玩遊戲。。

法新社法新社
■■StadiaStadia手掣手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 為有效緩解民營和小
微企業首次獲得貸款難問題，人
民銀行濟南分行、山東銀保監
局、山東省財政廳等部門日前聯
合制定印發《關於「民營和小微
企業首貸培植行動」的指導意
見》，希望通過金融顧問、信用
培植、擔保增信、解決信息不對
稱等措施，為民營和小微企業提
供更高質量、更高效率的金融服
務，提高其首貸獲得率。

人民銀行濟南分行副行長劉健介
紹，根據該《意見》，山東金融部
門將實行培植企業名單制管理，落
實幫扶銀行主體責任，對培植對象
進行動態化管理。
在破解民營和小微企業信息不對

稱問題方面，優化升級山東省企業
融資服務網絡系統，計劃到2019年
8月底實現主要涉企數據共享，12
月底實現首批涉個人數據共享。同
時，健全地方融資擔保增信體系，
提高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可獲得

性。

提升民企小微企貸款覆蓋
劉健表示，首次獲得貸款難是民

營和小微企業的融資痛點。小微企
業一旦獲得第一次貸款，後續再獲
得貸款的可能性大幅提高，獲得第
二次貸款的比率達到76%。目前，
山東共有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659萬戶，有貸款餘額的小微企業
和個體工商戶75.2萬戶，民營和小
微企業的貸款覆蓋面和可得性仍有

較大提升空間。
今年2月，山東省投融資擔保集
團揭牌運營。據山東省財政廳二
級巡視員李學春介紹，山東省投
融資擔保集團正在加快重組整合
並陸續開展業務，預計本月底完
成對山東省科技擔保、融資擔
保、創業擔保盡職調查工作。通
過整合擔保公司現有資產、吸引
市縣政府投資，對接國家融資擔
保基金，力爭年底資本金規模達
到100億元。

據悉，該項目為佳兆業進軍文
旅產業的首發之作，佳兆業

國際樂園集團總裁Noble Franklin
Coker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充
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佳兆業金
沙灣國際樂園建成後，將豐富粵港
澳大灣區『一程多站』旅遊精品線
路，重新定義大灣區乃至中國的文
旅項目標準，成為代表深圳濱海旅

遊生活的新名片。」

粵重點濱海旅遊項目之一
正在建設中的佳兆業金沙灣國際

樂園距深圳市區45公里，是廣東省
貫徹落實國家《「十三五」旅遊業
發展規劃》，大力發展濱海旅遊的
重點項目之一。
樂園總規劃佔地面積約150萬平

米，除了主題遊樂場館和多家酒
店，還將包括沙灘公園、劇場、濱
海休閒商業街、中央公園、體育館
等設施。

與聯通拓5G文旅生活圈
此外，項目規劃有豐富的文化藝

術活動，除了震撼的國際級視聽盛
宴—大湖秀外，還將引入國內外

知名的大型演出、音樂劇、藝術展
等。
會上，佳兆業國際樂園集團還發

佈了原創IP《尋鯤記》，並宣佈與
中國聯通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
將在5G智慧旅遊、聯合營銷等領
域開展全方位的深度合作，共同實
現園區5G全覆蓋，打造內地首個
5G智慧濱海文旅生活圈。

佳兆業大鵬半島建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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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莉杭州報道）第三屆中國國
際茶葉博覽會日前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據悉，本屆茶
博會達成現場茶葉交易222.9噸，交易額1.86億元，達
成意向交易量5,032噸，意向交易額54億元，其中最大
一筆訂單來自俄羅斯茶葉與咖啡生產者協會，訂單金額
達3.1億元。
據了解，本屆展會共有來自內地25個省（市、區）

和境外30個國家和地區的1,563家參展商，3,425家採
購商則來自全球46個國家和地區，是近三屆來源最廣
的一次。更有眾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組團參展，成
為亮點。

藉「帶路」讓世界愛上中國茶
加納共和國農業部部長奧烏蘇．阿夫里耶．阿科托表

示，在「一帶一路」的機遇下，加納當地飲品的習慣在
慢慢發生着變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喝綠茶，這在
加納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他說：「我們希望進一步促
進這方面的發展，同時促進咖啡和巧克力的發展，同步
進行。加納政府與中國政府在農村基礎設施等各方面進
行了合作，這意味着我們加納人的收入更高，生活更
好。當人們的收入增加之後，他們會喝更多的咖啡和吃
更多的巧克力。」
土耳其農林部副部長阿基夫．奧茲卡爾迪也表示：

「土耳其和中國的歷史交往源遠流長，作為『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土耳其有信心能採取具體措施，促進
茶產業合作共贏。茶使中土兩國人民擁有了共同的文
化遺產。隨着中土間戰略合作關係的深化，希望中國
與土耳其之間可以共同推進農業雙邊貿易，實現合作
共贏。」

「中國茶產業杭州指數」發佈
茶博會期間，《中國茶產業杭州指數報告（2019）》

正式發佈，報告顯示，今年3月1日至4月18日，內地
茶青價格指數同比上漲4.88%；乾茶批發價格指數同比
上漲9.95%。
浙江省農業農村廳茶葉首席專家、研究員羅列萬認

為，「中國茶產業杭州指數」是科學反映內地茶產業生
產、經營和市場動態變化的一項重要指標。其編制與發
佈是內地茶產業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並為國家引
導茶產業健康可持續發展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茶博會上參觀者饒有興趣向開發者了解茶化妝品的功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魯「精準培植」增民企小微企首貸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

賢 深圳報道）佳兆業國際樂

園集團日前宣佈將在深圳大

鵬半島建設佳兆業金沙灣國

際樂園。樂園總規劃佔地面

積約150萬平米，擁有冰雪

館、水樂園、未來館、兒童

館、海洋館五大主題遊樂場

館，包括萬豪酒店、W 酒

店、凱悅酒店等在內的五家

國際豪華度假酒店，並打造

為內地首個5G智慧濱海文旅

生活圈。樂園預計於2020年

夏季開業。

■佳兆業國
際樂園集團
發 佈 原 創
IP 《 尋 鯤
記》。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望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