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改变。未来改变。
各位报道相关人员

2016年9月6日

东京电玩展2016主办者企划

“e-Sports舞台”举办概要确定！
公众开放日(9/17-9/18)开展两大舞台！
举办以人气游戏为主题的官方大会等
同时还将举办艺术家数码绘画大赛“LIMITS”
日程：9月17日（六）～18日（日） 地点：幕张展览馆 大厅11特设会场
一般社团法人计算机娱乐协会
日经BP社
以下就东京电玩展2016（主办单位：一般社团法人计算机娱乐协会[简称：CESA，会长： 冈村 秀树］
，
联合主办单位：日经BP社［社长：新实 杰］，展会日期：9月15日～18日，会场：幕张展览馆/以下称
为TGS2016）已确定于9月17日（六）
、18日（日）的2天公众开放日所举办的“e-Sports舞台”举办概
要。
e-Sports在世界各地及各个领域举办着不同规模的大会，由于日本职业玩家在海外大放光彩，因此在
日本国内越来越受到瞩目。今年的e-Sports竞技会为第5次举办，去年以前以“Cyber Games Asia”
为主题进行了举办，而今年，大会规模进一步扩大，并以“e-Sports舞台”为主题进行举办。这是一
场国际盛会，大会邀请了来自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顶尖选手及团体，并将在东京电玩展会场内展
开e-Sports。在这里可以体验世界顶尖选手的高超技艺。
今年设置了两大舞台，并将在为期2天的日程中展开5项竞技的角逐。除了e-Sports的人气领域FPS（第
一人称射击游戏）及对战型格斗游戏之外，今年还将举办智能手机应用游戏大会。在这里可尽享各舞
台人气游戏主题比赛。
同时，今年除了e-Sports之外，还将举办由艺术家们参加的数码艺术大赛“LIMITS”。该竞技同样与
游戏拥有高度的亲和性，因此在未来娱乐界将备受瞩目。

◆“e-Sports舞台”举办概要
举办日

： 9月17日（六）～18日（日）

地

点

： 幕张展览馆 大厅11特设会场

协

办

： TechnoBlood（运营担当）

赞

助

： I-O DATA机器 （官方显示器供应商）、WebMoney、Game on、Third Wave（官方竞技用
PC供应商）
、Sunshine、DXRACER（Room Works） （官方竞技用游戏座椅供应商）
、DeNA、
NEXON、Monster Energy（官方饮料供应商）、LIMITS执行委员会

※按五十音排序

“东京电玩展”官方网站：http://tgs.cesa.or.jp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inquiries on this press release for the member of the media:
TOKYO GAME SHOW Management Office Press Room
Fax: +81-3-5575-3222 / e-mail: tgs2016press@w-az.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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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内容与日程表 （预定）

※详情请浏览各活动的特设网站。

● 9 月 17 日（六）
［舞台A］

突击风暴

10：00 ～ 16：30

“ SAJCL (Sudden Attack Japan Champions League)

2016 Final Stage ”

举办株式会社NEXON所运营的PC在线FPS“突击风暴”的官方全国大会“SAJCL(Sudden Attack Ja
pan Champions League) 2016 Final Stage”的线下决赛。赢得预选的两支战队（团体）将为争
夺突击风暴的最高峰以及200万日元的奖金而展开激烈的角逐！ ■大会运营：NEXON
“ 日韩表演赛 2016 Final ”
邀请韩国大会中获得优胜的最强战队，与“SAJCL 2016 Final Stage”中的优胜战队开展一场日
韩表演赛。2016年，两国战绩为1胜1负。今年最后的决赛中将最终分出雌雄！日本代表队是否能
够战胜以压倒性优势晋级的韩国代表队？我们将拭目以待！ ■大会运营：NEXON
◇特设网站： http://sa.nexon.co.jp/campaign/sajcl/2016/final/finalround/final.aspx
［舞台 B－1］

LIMITS

10：00 ～ 12：30

“ TGS2016 主办者企划 “LIMITS e-Sports舞台” ”
TGS2016主办者企划活动数码艺术大赛“LIMITS”确定举行！
“LIMITS”是决定艺术家最高水平的
艺术竞技淘汰赛。主题将于大赛即将开始前决定，给予的制作时间仅为20分钟！这是一种在严酷
条件下，发挥速度、想象力，挑战艺术家自身极限的全新竞技型娱乐活动。数码艺术在海外也获
得极高的评价，作为主办者企划举办这一带来全新体验的竞技型活动，提供了表现平台，不仅通
过全新的表达形式活化市场、制作游戏，还将通过TGS2016传递“日本的艺术能力”
。同时，在世
界各国庆祝活动中大放异彩的DJ/音乐制作人KSUKE也将参与该舞台！这一融入了诸多精彩内容的
活动一定不容错过！ ■大会运营：LIMITS执行委员会
◇官方网站： http://limits.jp
［舞台 B－2］

街头霸王V

13：30 ～ 16：30

“ TGS2016 主办者企划 ‘Cyber Games Asia’

CAPCOM Pro Tour 2016：JAPAN CUP ”

本大会被指定为由CAPCOM U.S.A主办的“街头霸王V”世界选拔赛“Capcom CAPCOM Pro Tour201
6”的豪华大会。256名参赛者将上演精彩角逐，获得前64位的参赛者将晋级9月18日（日）的第
二日预选赛（Twitch展台）
。优胜者将获得于美国举办的CAPCOM杯参赛资格。详情请确认 http:/
/capcomprotour.com/。 ■大会运营：BEAST OF THE EAST
◇特设网站

： http://beastapac.com/japancup/

◇发布网站

： https://www.twitch.tv/capcomfighters （英语）
： https://www.twitch.tv/kagecchi （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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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8 日（日）
［舞台A］

Alliance of Valiant Arms （AVA）

10：00 ～ 16：30

“ AVARST Season2 爆破、护卫线下决胜战 in 东京电玩展2016 ”
“AVA”以虚构的欧洲大陆为舞台，并以其辉宏场面，丰富的任务，为玩家带来身临其境的战场
体验，是日本No.1的在线FPS。9月18日（日）将举行线下官方大会“AVARST Season2”“爆破”
部门的前3争夺赛及决赛，以及“护卫”部门决赛。此前举行的第三轮预选赛中胜出的共计6个战
队将为争夺奖金与荣誉，在东京电玩展中展开激烈较量！
■大会运营：Game On
◇特设网站： http://ava.pmang.jp/pages/offevents/tgs2016/index
［舞台 B－1］

逆转奥赛罗尼亚

10：00 ～ 12：30

“ 绽放魅力！奥赛罗尼亚之战-2016 in TGS- ”
DeNA面向iPhone/iPad、Android终端提供的戏剧性逆转竞技游戏“逆转奥赛罗尼亚”将举办官方
真实竞技活动“绽放魅力！奥赛罗尼亚之战-2016 in TGS-”。本活动中将由奥赛罗尼亚玩家的前
8强进行淘汰赛。无组队数量限制，使竞技赛更为惊心动魄。 ■大会运营：DeNA
◇特设网站： http://www.othellonia.com/ikusa/
- “逆转奥赛罗尼亚”介绍 “逆转奥赛罗尼亚”是由“黑白棋”这一耳熟能详的游戏改进而来的对战型竞技类游戏。玩家可通
过棋盘上
放置的黑白棋子召唤各类角色，给玩家带来一场惊心动魄的
戏剧性逆转竞技体验。该游戏可实时与朋友以及全国玩家进行实时对战。
◇官方网站：https://www.othellonia.com/

［舞台 B－2］

炉石传说

13：30 ～ 16：30

“ e-Sports挑战系列：日本 vs. 韓国 H炉石传说攻防战 ”
经营e-Sports竞技馆的“Sunshine”将在日本(ECS)与韩国(HS)的顶级团体中举行
策略型卡片游戏“炉石传说”的国家级对抗赛。这是一场战略性的卡片游戏对抗赛，
游戏规则简单、节凑快，同时给人带来妙趣横生的体验。 ■大会运营：Sunshine
◆ 什么是e-Sports
主要指对战型电视游戏的竞技比赛，通过将玩家的行动数码化，在电脑上进行竞技，是信息化社会
衍生出的一项全新体育活动。e-Sports中主要为竞技性较高的游戏，要求玩家拥有灵敏的反射神经、
高超的操作技术、快速的情况判断能力，以及强大的团队配合等，这作为一项体育活动已在世界范
围内受到了广大年龄层玩家的青睐。
◆ e-Sports 展区舞台面向普通参会者的咨询方式
TechnoBlood（运营担当） TEL： 03-5835-5866 / E-mail： onlinegame@technoblood.jp
- 关于TechnoBlood 通过文化产品与解决方案的综合流通服务，开展日本国内网吧及文化产品支持企业的支援业务。同时，
还对以e-Sports为中心的网吧活动企划及运营提供支持。 ◇官方网站： http://www.technoblood.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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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电玩展2016” 举办概要
名

称 ：

东京电玩展2016 （TOKYO GAME SHOW 2016）

主办单位 ：

一般社团法人计算机娱乐协会（CESA）

联合主办单位 ：

日经BP社

特别协办 ：

DWANGO

展

2016年9月15日（四）、16日（五）

期 ：

商务日

10：00～17：00

※商务日中仅商务相关人员
以及新闻发布相关人员可入场。

2016年9月17日（六）、18日（日）
公众开放日

10：00～17：00

※公众开放日将视当日情况，可能会于9:30开场。

会

场 ：

幕张展览馆（千叶县千叶市美浜区）
展厅1～11/活动厅/国际会议场

预计参观人数 ：

23万人

入 场 费 ：

一般（中学生以上）…… 当日1,200日元（预售票：1,000日元）

（公众开放日） 小学生以下……………… 免费入场

【面向新闻发布人员的下载网址】
今年的主宣传图以及LOGO数据等面向新闻发布人员的各类材料将通过“TGS下载中心”提供。请
通过下述链接登录。
URL： https://www.filey.jp/tgs/
（需输入新闻发布用ID。ID：tgs_press / PASS：press_t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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