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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1060）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阿里巴巴影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子
公司（「本集團」或「阿里巴巴影業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之比較金額。截至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審閱。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
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
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對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並已作出無保留審閱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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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5 22,938 49,109

銷售及服務成本  (72,925) (153,567)
   

毛損  (49,987) (104,458)

銷售費用  (26,441) (1,002)

管理費用  (129,100) (105,831)

其他收入  2,595 1,589

其他損失，淨額  (3,909) (47,505)
   

經營虧損  (206,842) (257,207)

財務收益 8 65,283 803
財務費用 8 (2,604) (1,189)

財務收益╱（費用），淨額  62,679 (386)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收益╱（虧損）  20 (2,221)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損失  – (71,788)
   

除所得稅前虧損  (144,143) (331,602)

所得稅費用 9 (3,059) (6,091)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147,202) (337,693)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6 (4,593) (15,501)
   

期間虧損  (151,795) (353,194)
   

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151,819) (350,839)

非控制性權益  24 (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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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147,226) (335,351)

已終止經營業務 6 (4,593) (15,488)
   

期間內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之持續經營業務
 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虧損
 （以每股人民幣分列示） 10

基本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0.68) (3.8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0.02) (0.18)
   

來自期間虧損  (0.70) (4.00)
   

攤薄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0.68) (3.8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0.02) (0.18)
   

來自期間虧損  (0.7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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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期間虧損 (151,795) (353,194)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貨幣折算差額 (36) (2,22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利得，扣除稅項 1,332 –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稅項 1,296 (2,221)
   

期間總全面虧損 (150,499) (355,415)
   

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150,523) (353,060)

非控制性權益 24 (2,355)
   

期間總全面虧損 (150,499) (355,415)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總全面虧損來自於：
持續經營業務 (145,930) (337,572)

已終止經營業務 (4,593) (15,488)
   

 (150,523) (35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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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15,357 24,522
商譽 12 809,159 159,813
無形資產 12 197,706 7,808
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18,798 18,804
會所債券  2,280 2,280
遞延所得稅資產  948 1,18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以及預付款項 13 120,494 124,400
   

  1,164,742 338,815
   

流動資產
存貨  3,506 –
電影及電視版權  362,337 164,52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以及預付款項 13 234,045 525,74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75,146 240,00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2,6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913,408 30,158
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  4,727,738 5,018,137
   

  15,516,180 5,981,247
持有待售資產  13,120 17,370
   

  15,529,300 5,998,617
   

總資產  16,694,042 6,337,432
   

權益及負債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權益
股本 14 5,081,884 4,253,771
儲備  10,464,592 1,813,885
   

  15,546,476 6,067,656
非控制性權益  (1,687) (588)
   

總權益  15,544,789 6,06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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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益  42 –

遞延所得稅負債  47,574 –
   

  47,616 –
   

流動負債
借款 16 900,000 –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以及應計費用 17 136,061 175,682

衍生金融負債  35,749 –

當期所得稅負債  29,827 94,682
   

  1,101,637 270,364
   

總負債  1,149,253 270,364
   

總權益及負債  16,694,042 6,337,432
   

流動資產淨額  14,427,663 5,728,25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592,405 6,06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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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阿里巴巴影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前稱「文化中國傳播集團有限公司」，連同其子公
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影視製作及發行，以及娛樂電子商務。

本公司為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註冊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作第一上市及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
公司作第二上市。Ali CV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 （「Ali CV」）擁有本公司49.49%的權益。
Ali CV乃Alibaba Investment Limited之全資子公司，而Alibaba Investment Limited由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AGHL」）全資擁有。

除非另有說明，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期內的營運重點為購入廣東粵科軟件工程有限公司（「粵科」），粵科是中國最大的影院票務
系統提供商之一。詳細資訊請參見附註7。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簽署了配售協定（「配售協定」），按每股配售價2.90

港元配發合共4,199,570,000股普通股股份（「配售股份」）。

配售股份佔本公司於配售協定之日全部現有已發行股本約19.96%，佔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十一日經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擴大後全部已發行股本約16.64%。詳細資訊請參見附註
14。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計。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

3 會計政策

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見有關的年度財務報表）一致。

在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生效的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對本集
團沒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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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期間的所得稅按照預期年度總盈利適用的稅率予以計提。

沒有其他在本中期期間首次生效的修改準則或解釋預期會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

4 重述

於以往年度，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幣（「港幣」）呈列。在AGHL於二零一四年六月收購
本公司的多數股權後，本集團決定將本集團及本公司之呈列貨幣由港幣改為人民幣（本公司
之功能貨幣），以與AGHL財務報表之呈列貨幣保持一致。該變更被視為會計政策的變更，
已按追溯基準用於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採納此項新訂會計政策時，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及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之影響如下：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如原先呈列）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62,085 49,109

銷售及服務成本 (194,143) (153,567)
  

毛損 (132,058) (104,458)

銷售費用 (1,266) (1,002)

管理費用 (133,796) (105,831)

其他收入 2,009 1,589

其他損失，淨額 (60,056) (47,505)

財務收益 1,015 803

財務費用 (1,503) (1,189)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虧損 (2,808) (2,221)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損失 (90,756) (71,788)
  

除所得稅前虧損 (419,219) (331,602)

所得稅費用 (7,700) (6,091)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426,919) (337,693)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19,596) (15,501)
  

期間虧損 (446,515) (35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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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如原先呈列） （經重列）

期間虧損 (446,515) (353,194)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貨幣折算差額 – (2,221)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貨幣折算差額 (28,870) –
  

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28,870) (2,221)
  

期間總全面虧損 (475,385) (355,415)
  

 港仙  人民幣分
每股虧損

基本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4.83) (3.8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0.22) (0.18)
  

來自期間虧損 (5.05) (4.00)
  

攤薄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4.83) (3.8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0.22) (0.18)
  

來自期間虧損 (5.05)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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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本公司之董事會乃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管理層已決定根據董事會用以作出分配資源
和評估表現而審閱的資料來釐定經營分部。

董事會從所交付或提供之貨品或服務類型之角度考慮有關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已擴大其業務，並重新定義了業務策略。於本中期報告日，本
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如下：

－ 內容製作
－ 互聯網宣傳發行，包括線上發行電影及電視劇版權，提供本地影院票務系統，以及通

過影院票務軟件連接影院及第三方的電子平台。
－ 娛樂電子商務
－ 國際業務
－ 其他業務，主要包括電視節目包裝服務、代理服務及手機增值服務

儘管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國際業務分部並未給本集團作出貢獻，
但是預期未來將產生重大收入。

雖然娛樂電子商務分部未達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規定的數量性門檻﹐但管
理層決定報告此分部﹐因為其獲董事會密切監察﹐作為有增長潛力的分部﹐並預期將來為
本集團帶來豐厚收入。

為與二零一五年分部報告一致，比較數字已經重列。

分部收入及業績

 未經審計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互聯網 娛樂
 內容製作 宣傳發行 電子商務 國際業務 其他業務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11,515 10,323 963 – 137 22,938
      

分部業績 (59,102) (15,644) (1,052) – 137 (75,661)
     

不可分配的銷售費用      (767)
管理費用      (129,100)
其他收入      2,595
其他損失，淨額      (3,909)
財務收益      65,283
財務費用      (2,604)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收益      20
      

除所得稅前虧損      (14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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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互聯網 娛樂
 內容製作 宣傳發行 電子商務 國際業務 其他業務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分部收入 39,295 – – – 9,814 49,109
      

分部業績 (110,685) – – – 5,225 (105,460)
      

管理費用      (105,831)

其他收入      1,589

其他損失，淨額      (47,505)

財務收益      803

財務費用      (1,189)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虧損      (2,221)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損失      (71,788)
      

除所得稅前虧損      (331,602)
      

上文所呈列之所有分部收入均來自外部客戶，兩個期間概無分部間銷售。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產生之分配若干費用後的毛利潤╱（虧損），但並未分配不可分配的銷售
費用、管理費用、其他收入、其他損失，淨額、財務收益、財務費用、享有按權益法入賬之
投資收益╱（損失）以及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損失。此為就資源配置及表現評估呈
報予本公司董事會之計量方法。

分部資產及負債並不定期呈報給本公司之主要營運決策者，因而個別分部資料中並不披露
分部資產和負債。

6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四年，本公司董事決定集中本集團之資源全力發展電影及電視版權製作及發行業
務以及停止╱計劃停止下列業務（被視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i) 自二零一四年五月起，本集團停止其電視廣告營運，且並未與深圳廣播電影電視集團
續簽電視廣告廣播時段供應合約。此外，於二零一四年，本集團完成了一間從事電視
廣告業務之子公司之註銷程序，並於註銷日將人民幣15,984,000元分配至非控制性權益。

(ii) 於二零一四年年末，本公司董事決定停止其雜誌廣告及發行業務，並終止與法國費加
羅雜誌集團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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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兩項分部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在本集團的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中呈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
營業務之業績分析如下：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收入 200 40,519

費用 (4,793) (56,010)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除所得稅前虧損 (4,593) (15,491)

所得稅費用 – (10)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4,593) (15,501)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期間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4,593) (15,488)

－非控制性權益 – (13)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4,593) (15,501)
  

7 企業合併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本公司的一家間接全資子公司就收購粵科100%股權（「收購事項」），
與廣東省科技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廣東科創」）及廣東省計算技術應用研究所簽訂產權交易
合同（「產權交易合同」）。收購事項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收購日」）完成。自該收購事項
完成時起，粵科成為本公司的一家間接全資子公司。

(a) 代價
收購事項的代價為人民幣830,000,000元，以現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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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確認的可辨識收購資產和承擔負債的金額
於收購日，所收購的粵科的淨資產的公允價值列示如下：

  未經審計
  公允價值
 附註 人民幣千元

流動資產
存貨  3,13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以及預付款項 (i)  39,92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2,3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116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34
無形資產 (ii)  191,113
遞延所得稅資產  91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以及應計費用  (9,815)
當期所得稅負債  (15,254)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42)
遞延所得稅負債 (ii)  (47,425)

  

可辨認淨資產總額  216,403
  

(i) 獲得應收款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以及預付款項的公允價值為人民幣39,920,000元，其中
包括公允價值人民幣39,176,000元的應收賬款。應收賬款的總合同金額為人民幣
40,968,000元，預計其中人民幣1,792,000元無法收回。

(ii) 無形資產及遞延所得稅負債
通過收購獲得的可辨認無形資產人民幣191,113,000元中包括票務系統經營牌
照、客戶關係、技術、開發階段的研發支出和商標，其公允價值共計人民幣
189,700,000元。遞延所得稅負債人民幣 47,425,000元已就此等公允價值調整作
出準備。

(c) 回購選擇權
根據產權交易合同，廣東科創享有回購選擇權，可於完成收購事項之收購日起九個月
之內行使，以回購粵科20%至30%股權，代價將根據待收購的百分比以及本集團支付
的現金代價人民幣830,000,000元（如產權交易合同所載）釐定。回購選擇權分類為衍生
金融負債，其後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公允價值變動將計入損益。於收購日及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估計該衍生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為人民幣35,749,000元。



14

(d) 收購事項產生的商譽
商譽人民幣649,346,000元來自不符合資格確認為無形資產的對本集團及員工產生的協
同效應。現金代價加上回購選擇權的公允價值超出粵科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的部分
確認為商譽。

  未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總現金代價  830,000
加：衍生金融負債  35,749
減：本集團所收購的淨資產公允價值  (216,403)

  

商譽  649,346
  

收購事項產生之商譽來自本集團互聯網宣傳發行分部。

(e) 收購事項相關成本

  未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收購相關成本（列入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
 的管理費用內）  12,253

  

(f) 收購事項產生之現金流出

  未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收購業務的現金流出﹐扣除購入的現金﹕
－ 購入子公司的現金及銀行存款  18,116
－ 現金代價  (830,000)

  

收購產生的現金流出  (811,884)
  

(g) 收入和利潤貢獻

所收購的業務在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期間貢獻本集團收入人
民幣10,323,000元及淨利潤人民幣6,015,000元。若收購事項在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已
發生﹐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綜合收入和綜合利潤將分
別增加人民幣74,689,000元及人民幣39,61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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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財務收益及費用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財務收益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47,963 11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3,693 –

－匯兌收益，淨額 13,627 686
  

 65,283 803
  

財務費用
－委託貸款之利息費用 (2,604) –

－可換股票據之利息費用 – (1,189)
  

 (2,604) (1,189)
  

財務收益╱（費用），淨額 62,679 (386)
  

9 所得稅費用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當期所得稅 2,198 6,091

遞延所得稅 861 –
  

 3,059 6,091
  

因於香港經營之集團內公司於兩個期間內並無任何應課稅利潤，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
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之法定稅率一般為25%。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中聯華盟（上海）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華盟上海」）就其收入總額
之10%按25%之企業所得稅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華盟上海
按25%之企業所得稅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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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經重列）

每股基本╱攤薄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0.68) (3.8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0.02) (0.18)
  

來自期間虧損 (0.70) (4.00)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按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
數計算。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147,226) (335,351)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4,593) (15,488)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虧損 (151,819) (350,839)
  

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21,499,032 8,775,450
  

(b) 攤薄
由於相關假設將會導致期內每股虧損減少，故在計算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已授出購股權獲行使。

由於相關假設將會導致期內每股虧損減少，故在計算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之可換股票據獲兌換、已授出
購股權獲行使及認股權證獲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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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股息（二零一四年同期：
無）。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商譽和無形資產

 未經審計
 

 物業、
 廠房及設備 商譽 無形資產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期初賬面淨值 24,522 159,813 7,808 192,143
收購一間子公司（附註7） 3,434 649,346 191,113 843,893
新增 1,426 – – 1,426
出售 (25) – – (25)
出售一間子公司 (139) – – (139)
折舊及攤銷 (13,861) – (1,215) (15,076)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期末賬面淨值 15,357 809,159 197,706 1,022,222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期初
 賬面淨值
 （經重列） 27,596 159,813 9,032 196,441

貨幣折算差額 100 – – 100

新增 861 – 276 1,137

出售 (2,055) – – (2,055)

出售子公司 (382) – – (382)

折舊及攤銷 (2,988) – – (2,988)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期末賬面淨值（經重列） 23,132 159,813 9,308 19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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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以及預付款項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143,429 232,198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53,965) (53,702)
  

應收賬款淨額 89,464 178,496
  

電影按金（附註a） 124,400 134,400

其他預付款項 4,259 2,024

來自下列各項之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利息 59,942 14,060

－有關收購投資對象之可退回按金（附註b） 24,000 24,000

－出售藝術品 19,569 172,683

－應收借款 15,000 –

－出售一間子公司及一間合營公司 538 19,101

－退回電影投資成本 – 52,000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20,685 55,570

減：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之減值撥備 (3,318) (2,187)
  

其他應收款以及預付款項淨額 265,075 471,65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以及預付款項總額 354,539 650,147

減：非流動部分 (120,494) (124,400)
  

流動部分 234,045 525,747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非流動結餘主要為電影按金之預付款項。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以及預付款項流動部分之公允價值接近其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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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本集團與陳可辛先生（「陳先生」）擁有之公司簽訂一份電影合作
協定，據此，陳先生計劃於未來七年向本集團提供五個由陳先生本人主導或與他人共
同合作之電影專案（「陳先生目標電影」），本集團將為每部電影或每個電影投資機會
提供製作成本人民幣10,000,000元。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本集團就陳先生目
標電影之投資機會分別支付人民幣10,000,000元及人民幣40,000,000元。首部電影於二
零一四年完成製作並成功發行，部分預付款項人民幣10,000,000元轉撥至電影及電視
版權（隨後於銷售及服務成本內確認），而剩餘預付款項人民幣40,000,000元分類為非
流動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本集團與柴智屏女士（「柴女士」）擁有之公司簽訂一份電影合作協
定，據此，柴女士計劃於未來五年向本集團提供五個由柴女士本人主導或與他人共同
合作之電影專案（「柴女士目標電影」），本集團將為每部電影或每個電影投資機會提
供製作成本人民幣10,000,000元。於二零一四年，本集團已就柴女士目標電影之投資
機會支付總額人民幣50,000,000元。於二零一四年，關於一個電影專案之建議已交付
本集團。然而，本集團認為該電影項目的最終成功完成存在不確定性因素並已推遲製
作，因此，人民幣10,000,000元之減值損失於二零一四年確認為銷售及服務成本，而
剩餘預付款項人民幣40,000,000元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本集團與王家衛先生（「王先生」）擁有之公司簽訂一份電影合作協
定，據此，王先生計劃於未來五年向本集團提供五個由王先生本人主導或與他人共同
合作之電影專案（「王先生目標電影」），本集團將為每部電影或每個電影投資機會提
供製作成本人民幣10,000,000元。於二零一四年，本集團已就王先生目標電影之投資
機會支付總額人民幣50,000,000元。首部電影已於二零一五年一月開始製作。因此，
部分預付款項人民幣10,000,000元分類為製作中電影，已在「電影及電視版權」中確認，
而剩餘預付款項人民幣40,000,000元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b)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與第三方簽訂一份協議，據此，本集團向第三方支付按金人民
幣24,000,000元，委託其向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提交申請及
按金，用以收購另一實體之50%股本權益。於取得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批准及完成交
易後，該按金可悉數退回。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退回按金之要求
已提交，且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仍在處理當中。本公司董事認為，該款項將於一
年內退回。因此，款項結餘分類為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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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況下，授予本集團貿易客戶之信貸期由30日至1年不等。在接納任何新客戶前，
本集團評估潛在客戶之信貸質素及釐定客戶之信貸限額，並定期審閱授予客戶之信貸
限額。

下列為應收賬款根據賬單之賬齡分析：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以內 44,607 70,081

三至六個月 8,190 3,072

六至十二個月 31,767 4,086

一年以上 58,865 154,959
  

 143,429 232,198
  

14 股本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港幣0.25元之
 普通股股份 30,000,000,000 7,500,000 30,000,000,000 7,500,000
    

 未經審計
 

 股份數目 股本
  港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普通股股份（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21,034,991,410 5,258,748 4,253,771
發行配售股份（附註a） 4,199,570,000 1,049,892 828,113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25,234,561,410 6,308,640 5,081,88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8,325,372,564 2,081,343 1,731,568

行使認股權證時發行股份（附註b） 60,000,000 15,000 11,865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附註c） 94,450,000 23,612 18,890

兌換可換股票據時發行股份（附註d） 30,000,000 7,500 6,000

發行認購股份（附註e） 12,488,058,846 3,122,015 2,478,10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0,997,881,410 5,249,470 4,24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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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本公司以每股港幣2.90元之認購價向若干位投資者
發行4,199,57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25元之新普通股股份，總認購價合計港幣
12,178,753,000元（相當於約人民幣9,606,113,000元）。該等股份於認購日期佔本公司經
擴大已發行股本約16.64%。

(b)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及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五日，以每股股份港幣0.50元之認購價
行使認股權證時，合共發行6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25元之新普通股股份。

(c)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以每股股份港幣0.475元及每股股份港幣0.56

元之行使價行使購股權時，分別發行88,300,000股及6,15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25元之
新普通股股份。

(d)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兌換可換股票據時發行3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25元之
新普通股股份。

(e)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本公司以每股港幣0.50元之認購價向Ali CV發行
12,488,058,846股每股面值港幣0.25元之新普通股股份，總認購價合計港幣6,244,030,000

元（相當於約人民幣4,956,200,000元）。該等股份於認購日期佔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
本約59.61%。

15 以股權為基礎之付款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採納之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本公司董事會可向
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之任何董事或僱員授出購股權，以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之條
款認購本公司股份。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屆滿。根據二零
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之條文，於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屆滿之前根據其授出的購股權將繼續
有效並可予行使。

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根據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一日獲本公司股東通過之決議案經由本公
司採納，其主要目的為鼓勵或獎勵任何董事、僱員及可能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其他合資格
參與者。本公司董事認為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自採納之日起有效期為十年）將使本公司
在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屆滿之後於未來更長一段期間內，更靈活地進行長期規劃，向合
資格人士授出購股權。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二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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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二項式模式釐定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及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
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的公允價值分別為人民幣15,706,000元（相當於港幣19,802,000元）及人
民幣4,031,000元（相當於港幣5,082,000元）。

使用二項式模式釐定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五年四
月二十八日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的公允價值分別為人民幣174,088,000元、
人民幣32,133,000元及人民幣37,349,000元（相當於港幣220,223,000元、港幣40,604,000元及港
幣47,292,000元）。

於各報告期間結算日，本集團修訂預期將最終歸屬的購股權估算數目。歸屬期內修訂估算
的影響（如有）於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內確認，並對購股權儲備作相應調整。

本公司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之變動詳情如下：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份購股權  每份購股權
 之加權平均  之加權平均
 行使價（港幣） 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港幣） 購股權數目

期初餘額 0.475 4,050,000 0.496 147,910,000

已行使 – – 0.494 (131,560,000)

已失效 0.475 (4,050,000) 0.525 (12,300,000)
    

期末餘額 – – 0.475 4,050,000
    

本公司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之變動詳情如下：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份購股權  每份購股權
 之加權平均  之加權平均
 行使價（港幣） 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港幣） 購股權數目

期初餘額 – – – –

已授出 2.059 340,819,800 – –

已行使 – – – –
    

期末餘額 2.059 340,819,8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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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借款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委託貸款 900,000 –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透過杭州銀行自AGHL的一間子公司獲得的未償還委託
貸款為人民幣900,000,000元。該貸款以人民幣計價，無抵押，無擔保，月利率為0.263%。本
金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償還。

17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以及應計費用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21,188 29,104

其他應付稅項 50,485 99,505

應付薪金及福利 10,346 4,202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客戶預收賬款 54,042 42,871
  

 136,061 175,682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以內 971 8,662

三至六個月 – 8,092

六至十二個月 7,867 –

一年以上 12,350 12,350
  

 21,188 2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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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同期：
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概覽

互聯網+的新概念正促進傳統文化產業的改革升級，為文化產業的發展帶來新的
契機。縱觀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趨勢以及行業生態鏈的現狀，業內目前仍較缺乏
可通過整個產業鏈改造、推動產業創新變革的公司。因此，自阿里巴巴集團投資
本集團以來，本集團在內容創新、投資、研發、製作和發行C2B（消費者對業務）
方面，不斷探索互聯網元素和傳統影視行業的深度融合和創新應用，並致力構建
專注於推廣及銷售不同文化及娛樂產品之電子商貿平台，目標通過互聯網途徑結
合國際級的技術和人才，發展成為一個融合互聯網基因的全產業鏈影視娛樂公司，
把握行業升級和產業格局重塑所帶來的重大發展機遇。

截止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基本完成整體戰略以及業務板塊的轉型調
整，並於期內全面展開各業務的發展規劃及部署。目前，本集團核心業務已經整
合聚焦為四大板塊，即以IP（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為核心的影視內容製
作業務；基於互聯網技術應用和傳統綫下發行方式相結合的宣傳發行業務；搭建
和運營阿里巴巴集團生態體系所延伸出的娛樂電子商務平台；以及整合全球資源、
技術和人才並直接參與國際娛樂產業競爭的國際業務。

通過逐步加强上述四大核心業務佈局，本集團將得以全面參與娛樂產業的主要環
節，並形成全產業鏈式的平台化結構，進而通過全面輸出互聯網能力和電商能力，
幫助行業發展出不同於傳統形態的產業格局，並矢志於幫助中國娛樂行業在全球
範圍內提升競爭力。

本集團期內為實現長遠發展戰略，深入推進戰略調整及業務轉型，持續進行部署
和投入。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人民幣
22,938,000元（二零一四年同期：人民幣49,109,000元）及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虧
損淨額人民幣151,819,000元（二零一四年同期：虧損淨額人民幣350,83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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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主要由於(i)期內業務轉型及大部分項目處在投資期，於報告期內大部分項目
尚未取得收益；及(ii)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本集團授出合共約340,819,800份購股權，
當期產生期權費用約人民幣72,924,000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為人民幣0.70

分（二零一四年同期：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為人民幣4.00分）。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每股資產淨值則為人民幣0.62元（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29元）。

相較於短期利潤，本集團更著重於企業的長遠佈局及可持續發展能力，希望通過
對娛樂文化產業鏈的持續研究和投入，成為娛樂產業中擁有獨特優勢的全產業鏈
平台，貫通投資、內容製作、宣傳推廣、發行銷售、衍生產品等各個環節，並通
過推動行業營運體系和資源配置機制的持續升級，推動公司價值增長，為股東帶
來長遠穩定的價值回報。

業務回顧

內容製作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全面增加內容製作領域的相關業務
部署，內容製作業務為本集團帶來收入人民幣11,515,000元。由於期內業務轉型及
大部分項目處在投資期，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大部分項目尚
未取得收益，分部虧損約為人民幣59,102,000元。

報告期內，憑藉本集團過往在IP內容資源的積累，以及與阿里巴巴集團生態體系
的協同，本集團在電影和電視相關產品的內容製作上，已在中國內地以IP為核心
的同類型公司中樹立了領先地位。

電影作品方面，本集團在期內啓動了兩項以IP為核心的電影項目。其中，基於中
國受歡迎情感小說為藍本，由本集團主要投資、王家衛先生監製及梁朝偉先生主
演的影片《擺渡人》，已經於報告期內正式開機。此外，由中國優質玄幻愛情題材
小說改編而成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同名電影亦已發佈，本集團為該電影的主要
出品方。該部影片製作班底陣容鼎盛，除由著名導演張一白先生擔任監製外，著
名影星劉亦菲小姐亦將擔綱主演。兩部電影自項目啓動以來，一直受到業界和市
場高度關注，為往後的宣傳和發行奠定了良好基礎。同時，本集團還擁有由陳可
辛先生和王家衛先生等知名導演擔任導演、監製或編劇等職務的電影作品優先投
資權。



26

在電視領域，本集團已正式發佈玄幻愛情題材連續劇《古劍奇譚2》的製作計劃。
該劇作為中國極受歡迎的古裝玄幻愛情連續劇的續集，甫一發佈即獲得市場和各
播出平台的强烈關注，並由此帶動市場進一步關注本集團的其他製作項目。

此外，本集團亦率先探索C2B定制劇模式，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分別與深圳廣播電
影電視集團和廣東廣播電視台達成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利用各自的資源和渠道優
勢探索電商電視劇合作模式，即根據播放平台的需要，共同開發、聯合投資製作
電商定制電視劇，並探討與電商產業鏈合作，在劇集播出時配合電視劇宣傳及電
商產品的銷售。

目前，本集團和深圳廣播電影電視集團合作的連戲劇《頭號前妻》已經在製作過程
之中，此外本集團與廣東廣播電視台合作的首部電商定制電視劇已在緊密推進。

互聯網宣傳發行業務

報告期內，本集團積極研究傳統宣傳發行及互聯網發行模式，探討未來宣傳發行
業務架構的整體規劃，並就業務營運啓動戰略投資。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宣傳發行業務為本集團帶來收入人民幣10,323,000元，分部虧損約為人
民幣15,644,000元。

除常規的宣傳發行業務規劃外，本集團已著手面向全行業開放互聯網技術和應用
場景，計劃通過全面提升電影院綫、播放平台等合作夥伴的互聯網能力，逐步實
現本集團戰略藍圖中的互聯網發行模式。報告期內，本集團的宣傳發行業務方面
已進入佈局階段。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本集團落實並簽訂產權交易合同，以
人民幣8.3億代價收購粵科全部股權。報告期內，相關產權交易合同及補充協議的
所有條款及條件均已獲達成，自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起，粵科正式成為本集團的
全資子公司。

作為中國最大的影院出票系統供應商之一，粵科的核心業務包括本地售票系統，
為第三方（電商平台）設置接入平台及自動放映系統等平台化產品，業務已經覆蓋
中國超過1,500家影院，約佔中國影院總數的三分之一。截止目前，粵科共為內地
30多家主流第三方影院電商平台提供接口，服務能力和市場佔有率均領先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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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相信，粵科的核心產品及服務和本集團基於互聯網技術的能力融合，將會
協助影院與阿里巴巴集團數以億計的用戶相聯繫，將院綫現有的客戶群體擴大至
更為龐大的電子商務消費人群；同時，粵科也將促進影院的營運模式和互聯網能
力的全面提升，有助於本集團搭建一個結合互聯網模式連接綫下資源的宣傳發行
業務平台。

對於另一個傳統渠道即電視媒體，本集團則直接通過互聯網技術的運用和營運，
協助其以較低成本獲得新的業務空間。本集團已經與阿里巴巴集團合作推廣一項
源自手機淘寶的技術，用以對電視媒體原有的廣告營運收入模式進行提升，幫助
電視台通過阿里巴巴集團接觸到龐大的電商用戶群，並從中獲得新用戶以拓展收
入，同時通過阿里巴巴集團平台上的商家引入流量從而帶動成交，讓電視媒體獲
得傳統廣告收入以外的收入來源，而本集團亦將得以開拓相關技術服務、廣告和
商品銷售的收入。該模式目前已經進入實際營運階段，預計在短期之內，將會拓
展至更多的播放平台。

娛樂電商平台相關業務

在內容製作及宣傳發行業務的基礎上，本集團亦已開始部署以媒體渠道資源為基
礎的娛樂電商平台相關業務，以期開拓新的收入來源。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娛樂電商平台相關業務為本集團帶來收入人民幣963,000元，分部虧
損約為人民幣1,052,000元。

本集團已於報告期內開始就娛樂電子商務平台的搭建開展實質工作。本集團認為，
和電影院綫、播放平台等合作夥伴建立穩定和長效的合作機制，同時就阿里巴巴
集團現有電商生態體系和本集團所搭建的營運體系，不斷推進整合營運和探索協
同，最終將有助於打造娛樂電子商務平台。

具體而言，相關工作包括通過以智能排片、數據分析和運用等互聯網手段，對院
綫入座率和運作效率進行預估和引導；並協同阿里巴巴集團生態體系其他資源，
幫助院綫進行會員營運和管理。在院綫傳統的票房收入之外，為院綫帶來更多增
長空間，這其中包括對院綫傳統平台的電商化改造，以及本集團本身的互聯網工
具和應用場景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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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阿里巴巴集團龐大的生態體系能為本集團帶來協同效益，透過生態體系內
的電商平台和支付體系，協助電影、電影劇進行商務開發、品牌元素授權和衍生
產品銷售等。

上述各項工作於本報告期內已經全面展開，預計在未來一段時間，相關探索及整
合工作將逐步釋放協同價值。

國際業務

期內，本集團亦已在美國洛杉磯成立了業務團隊，開始和世界上頂級娛樂公司建
立合作關係。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集團宣佈與美國派拉蒙影業簽署合
作協議，直接投資其荷里活巨作《職業特工隊：叛逆帝國》，並成為該片於中國區
域的官方宣傳合作夥伴，與派拉蒙在該影片的票務、衍生產品等多個領域展開合
作，標志著阿里影業正式邁向國際化，並在全球範圍內尋找、發掘優質IP，探索
更多合作機會。

潛在注資交易

本集團分別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以及四月七日，接獲由阿里巴巴集團提交
的有關可能由阿里巴巴集團注入若干媒體和娛樂資產予本集團的無法律約束力的
建議（「可能注資交易」）以及附加解釋和細節的進一步建議。相關可能注資交易的
資產將包含阿里巴巴集團的綫上電影售票業務，及一個為製作電影和其他媒體內
容投資融資的平台。作為阿里巴巴集團的文化及影視娛樂業務旗艦，本集團預期
如獲注入兩項優質資產之後，將為阿里影業帶來更强大的「互聯網+」基因，本集
團能够更好地承接及整合阿里巴巴集團的衆多戰略優勢，包括其大量客戶積累、
領先的大數據及電商生態體系等，加速搭建文化領域的全產業鏈式生態圈，通過
整合娛樂模式持續投資用戶體驗，力求創造長期價值。

阿里巴巴集團現階段概無就可能注資交易向本公司提出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要約，
並無簽訂任何協議，以及釐定條款或時間表。倘可能注資交易一旦落實進行，將
構成本集團的一項關連交易，並須獲（其中包括）獨立股東批准，以及遵守香港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項下所有其他適用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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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資本支出、日常營運及投資資金主要來自其營運產生之現金，以及股
本融資。截止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保持現金及銀行結餘人民幣
14,641,146,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048,295,000元）。截止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權益為人民幣15,546,476,000元（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067,656,000元）。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銀行借款為人民幣900,00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截止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資本負債比率（借款淨額减現金及銀行結餘
除以總權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
份2.90港元向若干承配人配售合共 4,199,570,000股新股份，佔經配發及發行配售
股份擴大後的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約 16.64%。

該配售事項乃本公司之重要發展良機，可增强其戰略地位及財務狀况，以利用綫
上娛樂及媒體相關領域的新內容製作機遇及潛在收入平台，以及促進本集團業務
之發展。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即緊接訂立配售協議日期前的最後交易日），
本公司普通股在香港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為每股港幣3.62元。該配售事項所得款
項淨額約人民幣9,556,419,000元，擬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及/或於商機出現
時作投資用途。該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完成。於配售完成時，Ali 

CV於本集團所持有的股份權益下降至49.49%。

自上述配售事項完成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支付影視劇投資和發行
相關支出約人民幣1.56億元，以及支付日常營運成本和稅費約人民幣5,000萬元。
預計在未來一年內，本集團將發生不低於人民幣20億元的潛在收購支出，不低於
人民幣10億元的影視劇投資支出，以及歸還收購粵科相關之借款人民幣9億元。其
餘募集資金將用於本集團未來的其他潛在收購、業務發展和日常運營。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本集團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一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向若干合資格
參與者授出合共約340,819,800份購股權，惟須待承授人接納後，方可作實。每份
購股權將賦予承授人行使該購股權時認購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0.25元之普
通股股份。購股權之行使價分別為每股港幣1.67元、4.09元和4.004元。購股權之
有效期為十年，由授出日期當天開始計算，歸屬時間表為自有關承授人受僱日期
起計四年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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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波動

本集團的業務主要位於中國，其交易、相關營運資金及借款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幣
計價。本集團會監控外匯風險並將於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抵押資產

截止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抵押資產（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截止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止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包括其子公司，但不包括其聯營公司）僱用
約299名僱員（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09名）。本集團的薪酬政策按現行
市場水準及各集團公司及個別僱員之表現釐定。該等政策會定期作出檢討。

風險管理
於本報告期內，本集團定期檢討其業務的風險及信貸監控制度，以改善整體監控
制度並減低信貸風險。

遠景和展望

如前所述，中國的文化產業處於蓬勃發展的階段，然而目前文化產業缺乏可以從
行業根本乃至整個生態鏈上發揮主導作用，並促使整個行業的生產效率提升的娛
樂公司。而阿里巴巴影業集團擁有的互聯網能力和接觸到的龐大用戶基礎，以及
對傳統行業進行穩步提升的生態能力，將使本集團獲益於此，並成為明顯有別於
同業的平台化公司。

圍繞該平台化戰略思路，本集團將持續在內容製作、基於互聯網的宣傳發行、娛
樂電商平台及國際業務四大業務方向上，進行持續的部署和投資，以期打通行業
產業鏈，推動產業模式升級時，為本集團的長遠發展建構完整且長效的業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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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製作和國際業務方面，本集團將於今年內陸續啓動更多項目的生產製作工作，
並和同業積極拓展業務聯繫，加速推進以IP為核心的影視產品製作思路。目前，
本集團已在中國及海外儲備超過30個擁有相當市場知名度的IP，並計劃陸續推向
市場。本集團將持續物色、購買及開發相關IP，為內容產品的後續製作奠定堅實
基礎，推動內容製作和國際業務持續發展，繼續提升阿里影業於該業務領域的優勢。

宣傳發行業務方面，阿里影業將推進向全產業鏈開放互聯網技術和服務能力，幫
助行業中不同類型的參與者獲益於阿里巴巴集團的生態體系，進一步擴展娛樂產
業的邊界，協助行業參與者面向更廣泛的用戶群體及應用場景，未來與院綫、播
放平台等合作夥伴建立長效而穩定的合作機制，從而使行業參與者均可得益於本
集團的商業模型，進而加强和提升本集團的競爭力和戰略營運能力。

而就娛樂電商平台相關業務，阿里影業將從IP授權、衍生產品銷售和植入商品展
示及銷售，通過綫上綫下雙向對接的形式，憑藉阿里巴巴集團體系內成熟的招商、
支付和物流工具，協同院綫和播出平台的展示資源，形成以娛樂相關產品和商品
為核心的電子商務銷售體系，從技術服務、商品銷售以及廣告客戶品牌曝光等多
方面拓展收入來源。

總括而言，上述戰略規劃將引領本集團逐步成為行業的開放服務平台，並成為娛
樂產業價值重塑過程中的核心參與者，本集團預期在推動文化產業改造升級的過
程中，本集團將顯著受益於產業格局變革所創造的機遇和市場空間。因此，本集
團將為打通娛樂產業鏈條持續進行佈局和投入，期望為股東和投資者創造持續和
穩定的價值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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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應用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企業管治守則適用的守則條文，惟下列摘要的部份偏離行為除外：

守則條文A.1.1規定董事會應定期舉行會議，董事會會議應每年召開至少四次，每
季約舉行一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只舉行了一次定期
董事會會議以批准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二零一四年全年業績。然而，本公司於期
內已另外召開多次其他董事會會議以商討及議決若干重大潛在事項。本公司執行
董事負責管理公司日常業務運作；除定期會議外，董事會將不時按業務需要舉行
其他非定期會議，以考慮及議決本公司所有重大業務或管理事項。

守則條文A.6.7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李連杰先
生、宋立新女士、童小幪先生及張彧女士因其各自已預先安排處理其他事務而未
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另外，童小幪先生
因其已預先安排處理其他公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舉行的股
東周年大會。

守則條文B.1.2規定薪酬委員會在職權範圍方面應最低限度包括守則條文所載的該
等特定職責。本公司採納的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經修訂後已於
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起全面遵照守則條文B.1.2的規定。在採納已修訂的薪酬委員
會的職權範圍之前，本公司就該守則條文在薪酬委員會須釐定上市公司所有執行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特定薪酬待遇之職責方面有所偏離。前任董事會認為，薪
酬委員會僅需就執行董事（不包括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作出檢討（而
非釐定），並僅會向董事會提出建議，理由為薪酬委員會以往僅由非執行董事組成，
並不適宜對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之表現作出評估，而執行董事則更為適合對高級
管理人員作出監管並監察彼等之表現，從而對其薪酬作出更具意義的評估，故有
關評估程序由執行董事執行將更為有效。

守則條文C.1.2規定管理層應每月向董事會成員提供更新資料，詳細載列有關本公
司的表現，財務狀況及前景的公正及易於理解的評估，讓董事會全體成員及每位
董事履行上市規則第3.08條及第十三章所規定的職責。本公司按公司業務需要及
情況，不定時向各董事會成員提供更新的業務資料及召開額外的董事會會議以商
討重大業務或管理事項，讓董事及董事會全體成員均能履行其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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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回、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股份。

代表董事會
阿里巴巴影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邵曉鋒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邵曉鋒先生、劉春寧先生及張强先生；非執行董事 

李連杰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宋立新女士、童小幪先生及張彧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