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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要聞
●中國新聞
●港聞

責任編輯 蔡向陽
美術編輯 劉國光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估計TVB以4億元
高價奪得2014年世界杯轉播權，有學者分析，因不少
賽事在香港時間的清晨或早上時分舉行，因市民要上
班上學，收視率將受影響，廣告收益亦會受到衝擊，
未必能做到收支平衡。

因轉播合約規定，過去數屆世界杯香港的播放
收費並無直接公開，據資料估計，有線電視以數千
萬元投得2002年世界杯播放權，之後播放費不斷上
升，至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播放費估計達1.3億元
；而2014年巴西世界杯播放費可能達4億元。

經濟學者關焯照指出，過去世界杯賽事都在晚
上或深夜進行，球迷亦習慣熬夜來看。但來屆世界
杯部分賽事會在香港時間清晨或上午舉行，即使
TVB免費台播放場次增至22場，也不可能有大
批球迷放棄工作或上學觀看比賽，廣告潛
力較細，廣告收益也相應縮水，雖然免費
電視台吸納廣告能力，比收費電視台強，
但基於是次播放費用不菲，電視台未必能
夠藉世界杯賺大錢。

學者指未必達收支平衡學者指未必達收支平衡
據悉，目前TVB免費台觀眾覆蓋率為

各電視台之最，黃金時段廣告收費每30秒
13萬元起，而另一免費電視台ATV則收約
1.5萬元，至於i-Cable覆蓋率遠不及TVB，
黃金時段每30秒廣告收費亦僅約萬元。
不過，TVB免費台轉播的22場賽
事大多是初賽，而全程播足64
場的收費台觀眾覆蓋率有限
，故廣告收益能否達至
收支平衡存疑。

註：各電視台在此收費基礎上根
據安裝時間與地點等因素亦會推出各
種價格優惠。

無線4億奪轉播權

【本報訊】記者李恆基
報道：TVB昨宣布獲明年巴
西世界杯香港獨家播放權，
將在免費頻道將直播22場賽
事，香港球圈人士認為免費
頻道直播場數由去屆只有4場
增至22場，對市民而言是喜
訊，不過，也有體育節目主
持認為TVB應盡快公布免費
播放詳情、頻道及收費頻道
費用，以免市民感到疑惑。

香港足總主席梁孔德昨
午以 「好消息」形容TVB播
世界杯，他說： 「每屆世界
杯，市民反應都好熱烈，現
在普羅市民都可免費收看，
是個好消息。」他認為免費
頻道直播22場比賽，已經比
上一屆只播4場為佳，但若能
直播一半，甚至全數比賽就
更好。

足總副主席貝鈞奇說，
22場比賽可免費觀看屬 「廣
大球迷喜訊」，由TVB播放
，收視率應該理想。

香港足球隊隊長陳偉豪
就自言是受惠者，他說上屆

因為Cable取得播放權才申請有線，約滿
後已沒續約。 「上屆要接駁Cable睇世界
杯簽了2年合約，差不多花近6000元，
現在我家已沒接駁收費電視，TVB獲轉
播權非常好。」他說，TVB免費播22場
已經足夠： 「我也沒可能看足64場，相
信22場都會是較精彩的戲碼。」

現職電台體育節目評述的石金華認
為，TVB獲世界杯直播權，讓普羅大眾
免費觀賽，是有社會責任的表現，也提
升該台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他期望
TVB盡早確定直播的頻道及收費安排，
他說： 「首先，未知睇足64場要付多少
錢，其次，免費播放的22場是否在有解
碼器的高清頻道播，TVB要盡快公布詳
情，減少公眾有疑惑。」

巴西世界杯
22場免費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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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球迷有福了。無線電視宣布奪得
2014年巴西世界杯香港地區電視播放權
，明年6至7月期間舉行的64場決賽周賽
事中，包括總決賽的22場將在TVB免費
台播放，要睇足全部賽事的球迷則要付款
在TVB收費台欣賞。據悉，TVB以4億元
高價奪得獨家播放權，但會按新聞原則每
天剪裁一定時數的片段供其他電視台播放
，但一切要看其他電視台的意願。

本報記者 陳卓康

考慮畀錢收睇
嚴先生（市民

）說︰ 「即使收費
台需要賣點，免費
電視台亦應該有多
幾場世界杯睇。如
果真係好想睇世界
杯，都會考慮裝收
費台。以前試過有
朋友為睇波，特登
裝收費電視。」

酒吧安裝好貴
林小姐（酒吧

負責人）表示︰ 「
商業舖頭安裝收費
電視，台費數以萬
元計開支好貴。世
界杯期間，可能有
客人只睇波不飲酒
，未必每間酒吧都
會特登裝收費電視
。」

最好免費播放
嚴先生（市民

）說︰ 「本身無安
裝收費電視，亦未
了解今次世界杯轉
播權及收費細節，
最好梗係免費播放
啦，如果真係想睇
，到時先考慮是否
裝收費台。」

免費台播太少
石小姐（港大

內地生）說︰ 「電
視台未必趁機會搶
錢，但免費台得20
多場世界杯太少，
應該多播幾場，最
好一半免費一半收
費。或者可以上網
睇波，可能會免費
。」

比賽日期
(2014年6月12日至7月13日)

無線收費電視台
分組賽：00:00/03:00/04:00/06:00/09:00

16強淘汰賽及半準決賽：00:00/04:00

揭幕賽、準決賽及季軍賽：04:00

決賽：03:00

共64場賽事

無線免費電視台
開幕禮及揭幕賽：1場

分組賽：16場

半準決賽：2場

準決賽：2場

決賽及閉幕禮：1場

共22場賽事

TVB執行董事兼集團總經理李寶安昨日於股東大
會上宣布，上星期六與國際足協（FIFA）簽約，成功
奪得2014年巴西世界杯香港地區的獨家播放權。他續
稱，目前已安排22場包括半準決賽和總決賽的賽事（
詳見附表）在TVB的翡翠台、明珠台及高清翡翠台播
出，觀眾可免費收看，但全部64場賽事則會在TVB收
費台播放。另前哨戰洲際國家杯揭幕賽，則於下月15
日起開始啟播。

TVB收費台播足64場
TVB連續3屆無緣直播世界杯後，早已決定出重金

奪取2014年世界杯的播放權，據悉今次能擊敗有線電
視（i-Cable），全因願支付高達4億元的版權費。對
此，TVB總經理鄭善強於昨午的記者會上表示，合約
列明不可以透露版權費或令人猜到實際金額，實際金
額不能向公眾透露。有線上屆以1.3億奪得轉播權。

鄭善強形容過去3屆競投世杯播放權是十分痛苦過
程，拿不到版權必然受制於人什麼事都不好做，故今
次 「破釜沉舟」下決心投得播放權，希望滿足市民對
免費電視的重大期望。至於上屆世界杯播放權被
i-Cable奪得，並向香港同行開價10萬元以轉播部分賽
事，轉播期間更要連同i-Cable的廣告一同播放，被部
分業界指摘為 「吃人」的條件，而最終TVB只能播出4
場賽事，日常新聞報道更被迫使用電腦動畫描述，惹
來公眾批評及投訴。

未與其他台商討轉播
鄭善強表示，希望為業界樹立好榜樣，遵守新聞

行業的 「正常規矩」，每24小時將協定時數片段交予
別台播放。他又說，由於上周六早上才得知成功簽約
，至今未曾與其他電視台商討轉播細節。

忠實球迷如想看足全部64場直播，則須經TVB收
費台觀看，TVB網絡電視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杜之克表
示，屆時會開設新體育頻道轉播賽事，高清畫面水平
則有待與國際足協商討。他續稱，有需要會調高 「基
本套餐」收費，但盡量不對消費者構成太大壓力。

就TVB奪得來屆世界杯播放權，i-Cable發聲明表
示有積極參與競投2014年世界杯播放權，又指稱 「單
一收費電視牌照營辦商不能與市場主導者有效競爭，
競投結果不免令人對現有監管制度及防火牆的效用成
疑」。亞洲電視發言人則表示，正就國際足球賽事作
出安排，不久即會公布。至於近年大力投資於外地足
球轉播的now TV，於截稿前未有回應。

賽事早上舉行
撞正返工返學

【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
：世界杯播放權掀起免費電視及
收費電視台之間恩怨情仇，始於
2002年Cable奪得獨家轉播權後，
至上屆電視台間的角力更白熱化
，TVB甚至連新聞片段也拿不到
，但事隔4年TVB奪得世杯版權
，高調表示樹立 「好榜樣」不會
報復有線，料有助贏取市民支持
，為其扭轉輿論，在免費電視發
牌問題上拖延政府至2015年牌照
到期為止。

對於上屆Cable開出狠辣條件
， 要 求 TVB 及 ATV 只 可 轉 播
Cable1台畫面，且要足本播出

Cable的全部廣告及宣傳片，TVB
廣告總經理鄭善強坦言 「唔係主
場好難傾掂，唯有自己做主場」
，稱寧願財政付出多些，亦不願
讓人牽着鼻子走。鄭善強講明會
尊重媒體以往慣例，按 「正常規
矩」向友台提供片段，不會報復
對手，並強調政府要有穩定投資
環境，電視台才有信心繼續提供
好質素節目。

中大市場學系教授冼日明認
為，TVB罕有進取高價投得世界
杯播放權，成功向公眾及政府展
示電視台有意改善節目質素，有
助扭轉輿論風向，爭取市民支持
TVB在免費牌照發牌上的立場。

事實上，TVB總經理李寶安
（左圖）昨日便表示，希望有一
個穩定的市場環境讓TVB繼續發
展，並表示 「政府應訂明香港
2015年適合有多少個（電視）牌
照，將新舊一同篩選，四個字 『
能者居之』。」且再三強調 「餅
不會愈做愈大」，其歇後語無疑
是希望將發牌事宜拖至TVB和
ATV牌照屆滿時
才作決定。

大手筆投得轉播權
無線稱樹好榜樣

驟雨

A8伯老拒退市 美股再破頂A3瑪麗換心錯配血型涉人為 A12日首相36年來首訪緬甸作投注

25℃-30℃

▲無線昨公布奪得2014年巴西世界杯轉播權，其中有22場賽事
安排在無線免費台播放

▲巴西世杯比賽時間多數是在本港時間
早上進行，對酒吧生意未必有幫助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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