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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遊戲市場收入破千億
ChinaJoy 上發佈的《2019 年 1-6 月中國
遊戲產業報告》顯示，至今年 6 月底，內地
遊戲用戶規模已突破 6.4 億人，持續催旺內
▲▼內地遊戲用戶規模
已突破6.4億人。

地遊戲市場，期內內地遊戲市場實際銷售
收入已達 1,140.2 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 8.6%，其中移動遊戲實現銷售收入
770.7 億元，同比增長更是高見 21.5%。在
手機與 5G 領域均頗有建樹的華為，已下定
決心發力遊戲產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市場總裁鄧濤
華
▼為雲全球

■華為全棧雲服務涉及網絡、計算、
存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

雲全球市場總裁鄧濤日前在
華為ChinaJoy
上表示，現在華為消費者終

端應用非常大，全球平均每天有 5 億人在
使用華為手機，此外華為的全棧雲服務已
上線 18 大類和 160 種雲服務，涉及網絡、
計算、存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這都
將助力與華為聯手的遊戲廠商，打造一站
式移動應用服務平台，涵蓋自開發到運營
的全周期服務。

雲服務降遊戲門檻
據鄧濤所言，華為將為遊戲產業帶來八大
「金牌服務」。第一為公司獨有的雲手機服
務。他解釋，華為基於自己開發的硬件和軟
件，可為遊戲公司提供上千萬不同種類的虛
擬手機（IOS、安卓，或不同 CPU、屏幕大
小各異的手機），同時模擬、運行遊戲，幫
助後者快速測試、提升遊戲性能。
第二為雲手遊服務。「我們把遊戲放在雲
端，手機不需要下載，只需要普通的 H5 連
接就可以上去玩。」鄧濤認為，如此一來，
遊戲公司進行推廣就非常方便，對玩家而言
同時降低了遊戲門檻，因下載量大，以往大
型遊戲要高端手機才能玩，現在低端手機也
可以做到，故將利於擴大遊戲玩家群體。
第三是華為雲電腦服務，可以讓手機秒變
電腦，通過手機也能玩大型端遊。早前很多

玩家需重金購買很昂貴的 PC，且只能回
家玩遊戲，非常不方便，若將手機變成電
腦，則可隨時隨地玩端遊，幫助遊戲企業
搶佔更多遊戲玩家的時間。據透露，日前
華為雲服務與網易宣佈達成合作，網易旗
下大作、原需性能強大的 PC 平台才能較
佳運行的《逆水寒》，正式上線華為雲電
腦，如今在手機上即可暢玩。

第四為雲 VR 服務。據鄧濤所言，雲＋
VR 除 了 頭 顯 （ 頭 戴 式 顯 示 設 備 的 簡
稱）無繩，讓玩家獲得身體解放外，若
將內容置於雲端，運用視頻流的方式，
還可免於盜版、篡改風險，在雲上做渲
染 （cloudrending） ， 本 地 還 不 需 主
機，會大大降低玩 VR 的門檻，人人都
能玩，「我們即將在最近一個月對公
眾發佈，與合作夥伴一起推廣雲
VR。」
其餘四項「金牌服務」包括高清低
碼轉碼服務、Link-Turbo 智能加速網
絡服務、視頻 AI 特效服務和實時推薦
服務，華為不但可用智能加速技術和
獨特的算法，令卡頓率大幅下降，從而
拉升網絡吞吐量，同時還能為遊戲公司提供
個性化的服務。

■華為下定決心發展遊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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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下月中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由香港特區政府及香港
貿發局合辦的第四屆「一帶一路高峰論
壇」，將於 9 月 11 至 12 日（星期三至四）
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論壇以「成就
新機遇 由香港進」為主題，深入剖析在
「一帶一路」倡議下，香港如何發揮自身
優勢，協助來自不同國家及專業領域的與
會者把握新機遇。今屆論壇首次延長會期
至兩天，涵蓋更廣泛的議題和行業，並舉
辦更多交流及商貿對接活動，讓來自世界
各地的政商界人士共商「一帶一路」倡議
下的商機。

增設中小企業分組論壇
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的重大發展戰略。
次日的主論壇會以「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
展：成就一帶一路新機遇」為主題，由粵
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主席蔡冠深主持，
中國光大集團董事兼副總經理陳爽、馮氏
集團主席馮國經、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
裁高迎欣、大灣區共同家園投資有限公司
總裁胡章宏等人，探討如何利用粵港澳大
灣區優勢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開創更
多商機。

中小企業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及
動力，大會今年特別新增設「中小企業一
帶一路機遇」分組論壇，請來多位業內專
業人士，向中小企業講解在「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及地區的發展機遇，以及可能面
對的困難。「一帶一路」為年輕人提供更
多發展事業及創意的空間。大會與投資推
廣署聯辦的「年青一代之一帶一路機遇」
分組論壇，請來多位年輕企業家分享他們
向外闖的故事及創業心得，為年輕人提供
更多經驗，鼓勵年輕人把握「一帶一路」
發展機遇。

邀請國外官員即場分享
貿發局於新聞稿中披露，今屆論壇邀請
到約 80 位來自香港、內地及「一帶一路」
沿線地區和相關國家的官員、商界領袖及
國際機構代表擔任嘉賓講者，陣容鼎盛。
與會者除聽取嘉賓講者就倡議下各行各業
發展機遇作出具啟發性的分享外，同時亦
利用論壇的平台，了解不同地區和行業的
投資環境和機會，並即時洽商投資及商務
合作計劃。
今年高峰論壇設有 3 個主論壇；首日的主
論壇環節分別以「一帶一路政策制定者之
灼見」及「投資創造價值：提升一帶一路
項目的可行性」為題，前者邀得「一帶一
路」國家及地區官員解構相關經濟政策走
向；後者則由亞洲金融集團總裁陳智思擔
任主持，並請來泰國正大集團資深董事長
謝國民、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李曉鵬，以
及中國電力建設集團董事長晏志勇，探討
成功投資「一帶一路」項目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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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時代將至，最擅長多點佈
局的阿里不會缺席。阿里雲智
能視頻雲運營負責人俞翔援引
相關數據稱，未來 10 年，5G 將
為全球的傳媒和娛樂產業帶來
1.3 萬億美元營收機會。根據阿
里雲自己的調查，視頻在互聯
網的流量佔比，將會增長至
85%至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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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數娛產業續升級

對於 5G 時代的數娛產業，
俞翔認為將有三個方面的升
級變化：一是新玩法，5G 時
代肯定會有更多有趣的新玩
法；二是新視界，用戶、玩
家對於畫質、音質的要求越
來越高，從 4K 到 8K，再到
3D、VR 和 MR，有可能還

■俞翔料未來遊戲產業會產
生很多新的視頻技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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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更新技術出現；三是新智
能，面對萬物智聯和海量視頻
接入，視頻的生產和處理需要
融合更多智能化來協同，以達
到對數據的更有效利用。
他預計，未來 5 至 10 年，整
個遊戲產業會產生很多新的視
頻技術要求，令真實視覺感官
和 VR 視覺能力更緊密結合。
「現在看 AR 全景大片，非常枯
燥的就是千篇一律，不論做任
何的動作變化，看到的、聽到
的不會有任何變化，我們希望
隨着視野的變化，可以講解一
個具體景點，」他舉例，「比
如我們玩 AR、VR 的時候，是
不是可以結合陀螺儀做真正注
視點的渲染，使得視頻有清
晰、模糊的差異，這會產生新
的價值，眼睛可以指揮工
作。」
俞翔指，雲遊戲、Cloud VR
等均會帶來大量計算，阿里雲
已提前佈局邊緣計算，日前正
式發佈全域邊緣節點服務
（ENS），ENS 構建了圍繞中
心雲計算和邊緣計算一體化的
整個計算平台，面向 5G 數娛產
業升級的支持體系。

放寬限購 珠海樓市交投飆
香港文匯報訊 隨着珠海樓市限購資
格逐漸放寬，常駐珠海的多類人才及港
澳人士陸續入市，帶動市場交投不斷提
升。據中原澳門及橫琴數據庫監控顯
示，2019 年 1 至 6 月珠海商品房（包括
一手的住宅、辦公樓及商業）銷售面積
共計約 221.08 萬平方米，同比大增約
86.9%。其中珠海一手住宅依然是前 6
月市場交投主力軍，銷售面積共約
196.7 萬平方米，佔商品房銷售面積總
體 約 89% ， 同 比 大 幅 度 提 升 約
124.4%。
中原橫琴銷售經理馮遠光表示，隨
着港珠澳大橋開通，三地往來十分便
捷，而且珠海語言、生活文化與港澳有

部分相同，加上珠海逐漸放寬買樓資
格，因而吸引了不少港澳居民至珠海尋
覓宜居之所，促進珠海住宅一手市場交
投不斷上升，帶動珠海一手市場整體交
投不斷向上。
至於二手方面，受珠海一手市場交
投活躍帶動，二手住宅同樣受到不少買
家青睞。據中原澳門及橫琴數據庫監控
顯示，2019 年 1 至 6 月珠海二手房成交
面積共計約 86.85 萬平方米，同比升約
33.2%，成交金額約 112 億元，同比大
漲約 39.1%。其中二手住宅成交面積約
81.95 萬平方米，同比增長約 42.1%，
成交金額共約 107 億元，同比大增約
66.2%。

東京中央拍賣入股台灣沐春堂

■今年「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繼續設立投資及商貿配對環節，當中包括一對一項目對接會
和投資項目介紹及交流會。圖為去年論壇一對一項目對接會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東京中央拍賣
（1939）宣佈，旗下全資附屬公司東
京中央台灣拍賣已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
立買賣協議，以現金向賣方收購一家台
灣拍賣行──沐春堂全部已發行股份的
34%。
沐春堂為於台灣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主要專注拍賣台灣的各種藝術品，
包括書畫及古董。於收購事項完成後，
該集團亦對收購沐春堂餘下權益有優先
購買權，購買的定價須與建議收購事項
相同，或須按不遜於第三方買方提供的
條款進行。
東京中央拍賣指出，在亞洲地區

中，台灣的藝術市場發展成熟、歷史
底蘊豐厚。自二十世紀 80 年代早期以
來，台灣逐漸形成了極具包容性的收
藏文化。從古典大師和中式古董，到
印象派、現代藝術，以及像草間彌生
這樣新興的市場寵兒，台灣私人收藏
家的涉獵範圍廣泛，鑒賞眼光獨到，
收藏經驗豐富。同時，台灣本土亦有
大量尚未面世的優質藏品。透過是次
合作，相信可發揮雙方在藏家資源和
藏品資源上的優勢，產生協同效應。
這次合作也將幫助東京中央拍賣進一
步深耕台灣的藝術市場，建立更深厚
的文化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