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即時發佈]

華夏動漫宣佈進軍港澳 VR 遊樂市場
開設 100 間遊戲熱點
(2016 年 7 月 29 日，香港訊) 多媒體集團華夏動漫形象有限公司(「華夏動漫」
或「集團」
，股份代號: 1566.HK) 宣佈香港因諾標準有限公司(「因諾」) 合作，
於港澳兩地開設約 100 個線下遊戲熱點，合共安裝 200 台 VR(虛擬實境)遊樂設
備，全部均由華夏動漫獨家提供設備和自主研發的遊戲內容，首間香港 VR 線下
遊戲熱點將於 8 至 9 月份啟用。於今日開幕的香港動漫電玩節中，華夏動漫率
先將部分 VR 遊戲設備引進展位中，讓來賓先玩為快。
是次戰略合作中，華夏動漫將為 VR 線下遊戲熱點獨家提供遊戲內容、設備程式
更新及維護指導工作，因諾則負責設備投資，場地提供及日常營運。華夏動漫將
會從玩家每次遊戲中獲取分成。
華夏動漫 VR 佈局遍佈全國
目前，華夏動漫旗下的 VR 線下熱點已遍佈全國多個省市，包括深圳、廣州、上
海、重慶、天津等各大城市，熱點數目超過 1,000 間，由華夏動漫提供自主研發
的原創 IP 的 VR 遊戲內容。而是次引入港澳的 VR 遊樂設備，其中飛行影院、
CS 對戰等遊戲於今屆香港動漫電玩節率先曝光。
華夏動漫主席、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庄向松先生表示：「與內地相比，港澳 VR
遊樂市場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作為全國領先的多媒體動漫產業王國，華夏動漫
擁有豐富的 VR 遊戲開發技術以及多款備受歡迎的超級 IP，例如『紫嫣 Violet』、
『憨八龜』，相信華夏動漫登陸港澳 VR 遊樂市場，能進一步促進兩地遊戲科技
發展。」
全力打造 VR 真實體驗世界 旨在掀起新一輪 VR 遊戲狂熱
華夏動漫透過 2016 年三大增長板塊 - 「VR 產業 + 室內樂園 + 超級 IP(智慧
財產權)」，於海內外市場全面推動多媒體娛樂產業發展。
7 月 22 日至 7 月 25 日於深圳舉辦的第八屆深圳動漫節中，華夏動漫展館以「華
夏 VR 生態圈：創意科技 + 娛樂消費 + IP 智慧財產權」為題，展示其多媒體娛
樂實力，展示十五個業務亮點，涵蓋 VR 主題樂園、VR 影院及 VR 體育系列、
親子系列、音樂系列等十多款 VR 遊戲。除此之外，華夏動漫亦在 7 月 28 至 31
日在上海參加「中國國際數碼互動娛樂展覽會(ChinaJoy)」，並特設華夏 VR 互
動舞台、CS 對戰等全新亮點，帶給來賓更豐富的感官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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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探索 VR 各領域深度融合
華夏動漫於 2015 年 8 月宣佈成功進軍虛擬現實(VR)遊戲市場，當時推出的第一
代 VR 設備以太空艙為主，透過不斷嘗試各領域深度融合，現推出第二代設備，
包括 VR 影院、CS 對戰以及 VR 體育系列、親子系列、音樂系列和遊戲街機系
列等，為玩家呈現更多元化的 VR 真實體驗。
此外，集團進一步引領 VR 產品創新，推出最新第三代主打 VR 主題樂園設備，
將日本、澳洲和美國等優秀設備與 IP 內容進行整合，提升集團產品至國際領先
的水準。集團更將 VR 技術融入上海 JOYPOLIS 室內主題樂園，不僅設有商業
同步動作捕捉系統和國內最清晰的 MR(混合實境)數碼舞台，以及應用擴增實境
(AR)技術，而且提供上百款高科技遊樂項目。隨著國家對文化產業的大力支持和
對體驗經濟的蓬勃發展，相信集團在樂園和 VR 產業方面將為國內外消費者帶來
更多更好的體驗，亦為集團帶來無限的發展空間。
部分將於香港華夏 VR 線下熱點登陸之遊戲
[相片]

[]

VR 飛行影院
玩家可隨時隨地於眼前營造出 360 隨沉浸式飛行
全景，配合去幻存真的失重感、漂移感和離心力，
讓玩家身臨其境感受飛行的快感。
VR 空中飛行模擬賽車
無死角展現路面實況，模擬真實駕駛，為玩家帶來
刺激的觀感享受。

[相片]

VR 虛擬跳傘
玩家們將乘上虛擬跳傘機的體感座椅，鎖好安全
帶，帶好頭盔，如身臨其境般來到海南島美蘭機場,
在一架 XLS+噴氣式飛機跳傘。

[相片]

VR 虛擬漂流
讓你足不出戶便遊遍全球知名大峽谷，進入了一場
真實的漂流幻境，一切都將靠自己手中的漿和心中
的信念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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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因諾標準(香港)有限公司
因諾標準(香港)有限公司(「因諾」)成立於香港，在香港經營遊戲機及樂園業務
已有 20 多年的豐富經驗。因諾首個與華夏動漫形象有限公司(「華夏動漫」)合
作的體驗館，將會於 8 月在香港開幕，第二個體驗館亦會於 9 月因諾標準旗下
位於香港荃灣的商場荃豐中心開幕，其他體驗館亦會於本年內在港九新界各區陸
續開幕。憑著因諾的經營經驗及品牌，以及華夏動漫的創新、活力、健康、悠閒、
安全等理念，以一個嶄新的健康形象推至全港及澳門各區。
關於華夏動漫形象有限公司
華夏動漫形象有限公司致力成為中國領先的多媒體動漫集團，除從事對知名動漫
角色為藍本的動漫衍生品的貿易業務外，也發展以開發 VR(虛擬實境)遊戲業務、
室內動漫樂園及 IP(知識產權)打造特許授權三大核心業務，並延伸發展相關多媒
體動漫娛樂(包括電影投資及製作、音樂動漫演唱會、線上動漫頻道及手機遊戲
等)及產品寄售業務。於香港、深圳、上海均設有營業地點的華夏動漫，目前于
廣州、深圳和上海合共擁有近 200 人的強大研發和營銷團隊為公司搶佔先機，
擴大市場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華夏動漫更是中國首個獲 SEGA Holdings Co., Ltd 及 SEGA LIVE CREATION
Inc 授權的 JOYPOLIS 運營商，其營運之「上海 JOYPOLIS」座落上海環球港
的三樓及四樓，總建築面積 8,300 平方米，已於 2016 年 2 月 6 日盛大開幕。
同時，華夏動漫透過收購或自主開發，擁有多個專有動漫人物的知識產權，包括
「憨八龜 Hanbagui」
、
「紫嫣 Violet」
、
「動物環境會議」及「神奇的優悠」
。旗下
虛擬偶像「紫嫣 Violet」，是中國第一個透過採用三維混合實境(MR)技術以及擴
增實境(AR)技術，以雙語在中港兩地舉行 3D 全息演唱會的動漫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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