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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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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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阿里巴巴影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金額。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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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截至二零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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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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1,061,994 257,257
銷售及服務成本 (207,756) (179,952)

毛利潤 854,238 77,305
銷售及市場費用 (1,186,786) (523,708)
管理費用 (287,938) (278,310)
其他收入 32,195 17,828
其他收益，淨額 5 62,731 32,116

經營虧損 (525,560) (674,769)

財務收益 6 39,773 240,522
財務費用 6 (109,533) (6,094)

財務（費用）╱收益，淨額 (69,760) 234,428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收益╱（虧損） 9 48,637 (122)

除所得稅前虧損 (546,683) (440,463)
所得稅費用 7 (15,027) (25,244)

期間虧損 (561,710) (465,707)

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485,000) (465,869)
非控制性權益 (76,710) 162

期間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每股虧損 
（以每股人民幣分列示） 8

－基本 (1.92) (1.85)
－攤薄 (1.92)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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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虧損 (561,710) (465,707)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貨幣折算差額 (28,066) 4,69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收益， 

扣除稅項 2,292 3,802

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25,774) 8,497

期間總全面虧損 (587,484) (457,210)

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510,532) (457,372)

非控制性權益 (76,952) 162

期間總全面虧損 (587,484) (45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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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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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00 99,265
商譽 3,596,058 3,532,107
無形資產 169,419 176,901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12 1,012
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9 2,368,286 2,280,83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2,000 20,00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 1,067,337 1,025,17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10 92,339 93,391

7,515,551 7,228,685

流動資產
存貨 1,473 890
電影及電視版權 928,812 809,00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10 1,284,345 1,322,35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012,663 1,954,1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94,544 6,220,966
受限制現金 2,029,287 2,027,057

11,651,124 12,334,377

總資產 19,166,675 19,563,062

權益及負債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權益
股本 5,081,884 5,081,884
儲備 11,369,900 11,836,139

16,451,784 16,918,023
非控制性權益 201,516 213,909

總權益 16,653,300 17,13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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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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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延所得稅負債 45,749 42,922
融資租賃負債 11,485 –

57,234 42,92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費用 11 472,691 405,542
當期所得稅負債 3,450 2,666
借款 1,980,000 1,980,000

2,456,141 2,388,208

總負債 2,513,375 2,431,130

總權益及負債 19,166,675 19,56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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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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運營一個以
互聯網為核心驅動，涵蓋娛樂內容宣傳發行及為用戶、片商及影院運營商服務的全產業鏈
娛樂平台。本集團亦投資於內容製作及發展將娛樂內容商業化的創新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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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Ali CV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Ali CV」）
擁有本公司49.49%的權益。Ali CV乃Alibaba Investment Limited（「AIL」）之全資附屬公司，而
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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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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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財務報表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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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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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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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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按照預期年度總盈利
適用的稅率估計的所得稅及採納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生效的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修訂除外。

(a)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對本集團
並無重大影響。

(b) 已頒佈但本集團尚未應用的準則的影響

(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針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分類、計量和
終止確認，引入對沖會計的新規則和金融資產的新減值模型。本集團決定於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在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強制生效時，方會採納該項準則。

本集團預期該新指引並不會對其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造成重大影響，原因如下：

• 目前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債務工具可能符合條件以分類為按公允
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因此該等資產的入賬並無改變。

• 現分類為可供出售的股權工具可選擇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

• 目前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股權投資將可能繼續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以相同基準計量。

由於新規定僅影響被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而
本集團並無任何該等負債，故對本集團金融負債的會計處理並無影響。終止確
認規則引自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沒有任何變動。

由於本集團並無設立任何對沖關係，故新對沖會計規則對本集團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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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減值模型要求按預期信貸損失確認減值撥備，而非僅按已發生之信貸損失（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其適用於按攤銷成本分類之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計
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之債務工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與
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下之合約資產、應收租賃款、貸款承擔和若干財務
擔保合約。本集團正在詳細評估新模型將如何影響其減值撥備，有可能導致提
早確認信貸損失。

新準則亦引入經擴大披露規定及呈報改變。預期將改變本集團有關其金融工具
之披露性質及範圍，尤其是在新準則採納之年度內。

(i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收入確認的新準則。此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涵
蓋出售貨品和提供服務產生的收入）和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涵蓋建造合同）。
新準則的基本原則為收入在貨品或服務的控制權轉移至客戶後確認。此準則容
許全面追溯採納或經修改追溯方式採納。新準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報告期內的首個中期期間生效。本集團將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
採納新準則。

管理層已識別以下可能受到影響的領域：

• 捆綁銷售 –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或會導致確定獨立履約責任，
該責任可能會影響收入確認的時間

• 顧客忠誠計劃的會計處理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要求，將已收總代
價根據積分與商品的相對單獨銷售價格進行分配，而非根據剩餘價值的
方法；這有可能導致分配到忠誠積分的金額增加，也可能延遲部分收入
的確認時間

• 為履行合約而產生的成本及透過線上推廣活動及交易所獲取收入的入賬 

–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當前支銷的若干成本可能需要確認為資
產或於損益表內重新分類，而若干收入可能需以不同方式入賬，及

• 退貨權利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規定須對向客戶收回貨品之權利及
退款責任在資產負債表單獨呈列。

於此階段，本集團無法估計新準則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影響。本集團將對二零
一七年下半年的影響進行更詳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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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於二零一六年一月發出。該準則將引致絕大部分租賃
於資產負債表確認，乃因經營與融資租賃之間的區分被刪除。根據新準則，資
產（使用租賃項目的權利）及支付租金的金融負債將被確認。唯一的例外情況是
短期及低價值租賃。

出租人入賬將無重大變化。

該準則將主要影響本集團經營租賃的入賬。於報告日期，本集團擁有若干不可
撤銷經營租賃承諾。然而，本集團尚未釐定該等承諾到何種程度會引致就未來
付款確認資產及負債，以及此將如何影響本集團利潤及現金流量分類。

若干承諾可能因短期及低價值租賃而屬例外情況，同時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若干承諾可能與不符合租賃條件的安排有關。

新準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報告期內的首個中期期間強制
施行。於此階段，本集團不擬於其生效日期前採納該準則。

概無其他預期將會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的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國
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4 收入及分部資料

董事會被認定為主要營運決策者。管理層已根據董事會審議用於分配資源和評估表現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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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重新定義其經營及可呈報分部。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比較數字已予重列，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之經營及
可呈報分部如下：

－ 互聯網宣傳發行：運營一個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娛樂宣發平台，為用戶提供線上電影票
服務及為影院提供售票系統服務。

－ 內容製作：國內外影視娛樂內容（如電影和劇集等）的投資及製作。

－ 綜合開發：以版權為核心，提供融資、商務植入、營銷宣傳、衍生品開發等專業服務。



10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互聯網宣傳發行 913,914 211,950

內容製作 111,040 43,346

綜合開發 37,040 1,961

總收入 1,061,994 257,257

分部收入及業績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互聯網
宣傳發行 內容製作 綜合開發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913,914 111,040 37,040 1,061,994

分部業績 (363,780) 31,480 21,380 (310,920)

未分配的銷售及市場費用 (21,628)
管理費用 (287,938)
其他收入 32,195
其他收益，淨額 62,731
財務收益 39,773
財務費用 (109,533)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收益 48,637

除所得稅前虧損 (546,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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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互聯網
宣傳發行 內容製作 綜合開發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211,950 43,346 1,961 257,257

分部業績 (373,579) (45,047) (13,444) (432,070)

未分配的銷售及市場費用 (14,333)

管理費用 (278,310)

其他收入 17,828

其他收益，淨額 32,116

財務收益 240,522

財務費用 (6,094)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虧損 (122)

除所得稅前虧損 (44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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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經分配若干銷售及市場費用後產生之毛利潤或毛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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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因而個別分部資料中並不披露分部資產和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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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之公允價值變動 61,667 –

註銷附屬公司之收益 827 –

終止確認失效回購選擇權之收益（附註） – 33,000

其他 237 (884)

總額 62,731 32,116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確認之金額指終止確認收購廣東粵科軟件工程有
限公司所產生之回購選擇權之收益。回購選擇權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日失效。

6 財務收益及費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收益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39,773 77,420

－匯兌收益，淨額 – 163,102

39,773 240,522

財務費用
－匯兌虧損，淨額 (103,394) –

－銀行借款之利息費用 (6,139) (6,094)

(109,533) (6,094)

財務（費用）╱收入，淨額 (69,760) 23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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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費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所得稅 15,208 9,735

遞延所得稅 (181) 15,509

15,027 2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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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每股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每股基本╱攤薄虧損 1.92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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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虧損 485,000 465,869

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25,234,561 25,23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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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或虧損乃根據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已獲轉換而調整的普通股股份之
加權平均數計算。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一
類潛在攤薄普通股，即購股權。假設行使購股權而原應發行之股份數目減去就相同所
得款項總額按公允價值（乃按期內每股收市價釐定）可能發行之股份數目，即為以零對
價發行之股份數目。據此得出以零對價發行之股份數目，會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或虧
損時計入作為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之分母。

在計算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
設發行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因其具有反攤薄性質，將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9 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2,280,839 19,081

增加 38,166 10,000

應佔投資虧損 (30,331) (122)

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攤薄之收益（附註） 78,968 –

貨幣折算差額 644 421

於六月三十日 2,368,286 29,380

附註：

該金額指本集團於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博納影業」）投資之攤薄收益。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博納影業之權益為8.24%。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博納影業向若干投資者發行新股份。因此，本集團於博納影業的權益已由8.24%攤薄
至7.72%。(1)持股減少所致本集團於博納影業之權益之賬面值降幅與(2)本集團應佔發行新
股所得款之差額產生攤薄收益人民幣78,968,000元，並已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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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附註a）
－關聯方 123,644 100,801

－第三方 340,916 211,368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25,528) (31,028)

應收賬款淨額 439,032 281,141

預付電影按金 90,000 90,000

預付關聯方之款項 68,617 97,952

電影及電視版權投資預付款項 13,597 32,421

投資預付款項 – 45,000

其他預付款項 79,897 23,140

來自下列各項之其他應收款項：
－博納影業重組之應收退款 297,126 506,179

－娛樂寶業務之應收款項 183,930 201,813

－可扣減增值稅進項稅額 38,192 34,031

－應收關聯方款項 12,971 63,043

－應收利息收入 8,392 8,063

－可退回投資成本 – 12,000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47,491 55,052

減：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之減值撥備 (2,561) (34,091)

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淨額 937,652 1,134,60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總額 1,376,684 1,415,744

減：非流動部分 (92,339) (93,391)

流動部分 1,284,345 1,322,353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非流動結餘主要為電影按金預付款項。預付電影按金為本集團
分別根據與陳可辛先生、柴智屏女士及王家衛先生簽訂的電影合作協議而支付的若干預付
款項。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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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賬款

在正常情況下，授予本集團貿易債務人之信貸期由30日至1年不等。在接納任何新債
務人前，本集團評估潛在債務人之信貸質素及釐定債務人之信貸限額，並定期審閱授
予債務人之信貸限額。

應收賬款根據確認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90日 201,978 192,433

91–180日 54,959 45,498

181–365日 157,714 40,830

超過365日 49,909 33,408

464,560 31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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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費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附註a）
－關聯方 19,754 5,964

－第三方 55,016 31,172

74,770 37,13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娛樂寶業務應付款項 114,878 41,187

應付薪金及福利 45,483 55,616

有關發行電影之應付款項 37,696 29,489

代電影院收取之款項 32,985 2,006

其他應付稅項 32,326 59,264

應計市場費用 30,898 29,312

應付關聯方款項 30,459 52,105

預收賬款 30,273 34,711

代影院票務系統提供商收取之款項 10,210 10,040

應付專業費用 6,898 9,288

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項 2,258 6,863

應付利息 132 4,587

業務合併之應付代價 – 3,90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3,425 30,038

397,921 368,40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費用總額 472,691 40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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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應付賬款根據賬單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90日 33,492 21,914

91–180日 26,652 286

181–365日 412 404

超過365日 14,214 14,532

74,770 37,136

12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息（二零一六年中期：無）。

13 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本集團向若干非控股股東收購本公司運營綫上售票平台之附屬公
司合共9.12%股權，總現金代價約為人民幣1,332,751,000元。

(b)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根據股份獎勵計劃之條款授出183,060,000股獎勵
股份。於上述所授出之獎勵股份中，118,630,000股獎勵股份授予相關承授人，以置換
彼等先前各自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獲授之購股權（「置換獎勵股份」）。於授出
118,630,000股置換獎勵股份及相關承授人接納後，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項下之
301,201,000份購股權已被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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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
中期：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概覽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報告期間，本集團延續其戰略路線，繼續打造電
影產業的新基礎設施。於本期間，本集團配置重要資源，進一步擴大其線上票務
平台「淘票票」的市場份額，同時旗下互聯網宣傳發行業務及衍生產品業務均取得
重大進展。此外，本集團亦著手與阿里巴巴大文娛板塊的多個實體開展業務合作。
中國在線視頻網站翹楚之一優酷已向本集團收購多部劇集，而印度領先的移動瀏
覽器UCWeb亦已與本公司的印度附屬公司TicketNew平台開展合作，提供用戶流
量支持。本集團已於過去兩年內為核心業務板塊奠定堅實基礎，預計不久即將迎
來新的發展階段。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收入人民幣10.620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13%。
本集團三個業務分部均錄得穩健的收入增長。以實際增幅計，收入增長乃主要受
到互聯網宣傳發行分部推動。淘票票進一步鞏固其市場地位後，現時已能夠在向
消費者提供票務服務的同時，向電影製作方提供宣傳發行服務，雙管齊下實現收
入增長。粵科售票系統的市場份額繼續維持領先地位，其收入增長高於整體票房
增長。根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公佈的資料，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國內整體票房
收入逾人民幣273億元，去年則為人民幣246億元，按年增長達11.2%。本集團的綜
合開發業務分部（往稱娛樂電子商務）同樣表現不俗，得益於衍生產品業務逐漸步
入正軌，其收入按年增長大約18倍至人民幣37.0百萬元。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虧損淨額人民幣4.850億
元，而去年同期虧損淨額則為人民幣4.659億元。虧損淨額輕微增加，乃主要由於
人民幣兌美元及港幣等外幣升值而引致的匯兌損失，以及淘票票的市場費用。於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淘票票透過為影院提供票務補貼穩步擴大其用戶基礎，因而
產生巨大的市場費用。淘票票現為全國接近7,000家影院提供線上票務和選位服務，
其覆蓋影院票房佔全國總票房的97%以上。二零一七年七月，本集團宣佈增持淘
票票9.12%的股權，持股達96.71%。鑒於淘票票是本集團新基礎設施最重要的用
戶觸達功能的平台，本集團將繼續貫徹投資淘票票的方針，並對其在本集團娛樂
實業生態中的市場潛力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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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三大業務分部，即(i)互聯網宣傳發行，(ii)內容製作，及(iii)綜合開發均取
得重大進展。有關詳情於下文「業務回顧」一節詳述。

業務回顧
互聯網宣傳發行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向線上票務平台「淘票票」配置重要資源，以改善其整
體業務規模。得益於行之有效的市場策略，淘票票總商品交易額的增速遠高於整
體票房，市場份額亦隨之擴大。隨著淘票票的覆蓋增加與影響力攀升，越來越多
的電影片方開始在電影線上宣傳方面與淘票票合作，例如《摔跤吧！爸爸》和《乘
風破浪》，在中國都取得不錯的票房成績。

除線上票務以外，本集團亦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透過《一條狗的使命》及《傲嬌與
偏見》等多個項目，充分展現其電影宣發能力。電影《一條狗的使命》由本集團所
投資公司Amblin Partners製作，其國內票房逾人民幣6億元，超越北美票房。本集
團成功策劃並開展市場營銷活動，針對特定觀眾群體於不同時間採取不同的宣傳
方式。隨著國內票房持續攀升，本集團作為國內外電影片商首選的宣傳發行合作
夥伴之一，聲譽亦與日俱增。

粵科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仍然表現穩健，錄得可觀的按年收入增長。本集團已開
始進一步整合粵科的業務，預期粵科將在經營及業務領域與本集團總部及淘票票
開展緊密合作。財務業績方面，本集團的互聯網宣傳發行業務分部於二零一七年
首六個月錄得收入人民幣9.139億元，高於去年同期的人民幣2.120億元。分部收入
增加被淘票票的市場費用所抵銷，導致錄得分部虧損人民幣3.638億元，而二零
一六年同期則為人民幣3.736億元。

內容製作

繼《擺渡人》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上映後，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初發行《傲嬌
與偏見》。該電影取得國內票房人民幣1.24億元。二零一七年四月下旬，由金城武
及周冬雨聯袂主演的電影《喜歡你》於中國上映。本集團是該電影共同投資方，其
票房達人民幣2.104億元。備受期待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則在中期期間結束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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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八月上映。由迪麗熱巴主演的愛情電影《21克拉》預計將於二零一七年
下半年上映。其他正在製作的項目包括《古劍奇譚2》，該劇改編自中國一款廣受
歡迎的遊戲，並將融入頂尖視覺特效。

除電影外，本集團亦涉足劇集的製作及投資。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向優酷
出售多部劇集的廣播權。浪漫喜劇類系列劇《囧女翻身之嗨如花》已於優酷上映。
本集團將繼續甄選發展影視劇項目。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
集團的內容製作業務分部錄得收入人民幣1.110億元，而去年同期則為人民幣43.3

百萬元。由於收入增加，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錄得分部收益人民幣31.5百
萬元，而二零一六年同期則為虧損人民幣45.0百萬元。

綜合開發

本集團的綜合開發業務分部相關業務主要由影視娛樂C2B投融資和衍生產品兩大
部分組成。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完成多項C2B投融資項目。此外，本集團
已對業務模式加以改善，旨在進一步提升業務可持續性，同時採取多項措施降低
C2B投融資服務的整體成本。鑒於行業環境瞬息萬變，本集團在業務活動過程中
不單注重項目的可行性，亦重點關注交易對手風險，包括信貸風險。

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衍生產品已成為本集團的重要業務板塊。本集團已採納輕資
產授權業務模式，並取得顯著成效。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甄選若干在淘寶
及天貓有合適經驗的電商，授權其銷售《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衍生產品。與《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相關的總商品交易額累計已超過人民幣3億元。藉助大數據在阿
里巴巴實業生態中甄別及挑選重要電商，正是本集團的優勢之一。除授權自有知
識產權用於衍生產品外，本集團亦計劃尋求第三方轉讓知識產權，以開發更多產
品。這一舉措將迅速提升知識產權衍生產品的業務可塑性。

受惠於本集團衍生產品業務的增長及發展，綜合開發業務分部的財務業績有所改
善。於二零一七年首六個月，該分部錄得收入人民幣37.0百萬元，盈利人民幣21.4

百萬元，而二零一六年同期收入為人民幣2.0百萬元，虧損人民幣13.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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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鑒於本集團所有業務分部均錄得收入增長，其將繼續圍繞娛樂實業生態升級其產
品及服務，以應對行業格局和消費者行為的快速迭代演變。

在服務C端（用戶）方面，本集團將協同阿里巴巴集團生態資源以及大文娛優勢媒
體資源，豐富其媒體功能，實現淘票票從「票務平台」向「電影內容及社區平台」的
轉化；面向B端（片方和影院），本集團將繼續對產品與服務進行升級和創新，以
滿足其最為迫切的需求。對於片方，本集團將致力完善以數據驅動的市場營銷策
略，提高電影發行成效；而對於影院，本集團將專注透過技術解決方案助其提升
運營效率。為更好地服務於C端和B端，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打造娛樂產業的新基礎
設施。

內容開發方面，在注重創意和消費者偏好之餘，本集團亦將加速內容與衍生產品、
遊戲等不同領域的聯動。此舉可擴大原有知識產權的收入來源，並實現可持續發
展。本集團新任首席執行官樊路遠先生（於二零一七年八月獲委任）在科技基礎設
施相關業務方面具有豐富經驗，在他的帶領下，本集團將繼續依託其生態系統，
發揮科技與資源等方面的優勢，持續夯實現有業務根基，拓展創新業務，進一步
強化與阿里大文娛的協同效應，邁向全新的發展階段。

財務回顧
期內收入和利潤

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收入人民幣10.620億元，二零一六年同期收入為人民幣2.573

億元。報告期內毛利為人民幣8.542億元，去年同期則為人民幣77.3百萬元。三個
業務分部均錄得強勁收入及利潤按年增長，當中最大貢獻來自互聯網宣傳發行分部。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淨虧損為人民幣4.850億元，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度錄得的
淨虧損人民幣4.659億元有所增長。淨虧損按年增加乃由於貨幣波動引致匯兌損失
及市場費用增加。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由去年同
期每股虧損人民幣1.85分上升至人民幣1.9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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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市場和管理費用

於報告期內，銷售及市場費用為人民幣11.868億元，而二零一六年同期則為約人
民幣5.237億元，主要由於淘票票致力增長其在線出票市場份額而產生市場費用。
管理費用由人民幣2.783億元按年微增至人民幣2.879億元，主要由於業務擴展引致
各業務部門的僱員數目上升而導致僱員福利費用上升。

財務收益

於二零一七年首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財務收益人民幣39.8百萬元，被財務費用人
民幣6.1百萬元及匯兌損失人民幣1.034億元抵銷。本集團的現金儲備以多種貨幣持
有。匯兌損失乃由於報告期內人民幣兌美元及港幣等其他貨幣升值而引致。

主要投資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完成收購Orbgen Technologies Private Ltd.之大部分
股權，該公司主要於印度運營線上電影售票平台TicketNew，並收購南京派瑞影院
管理有限公司（一家位於中國南京的影院運營商）。除收購事項外，本集團亦於過
去數年內在娛樂行業做出少數投資。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超
過10項聯營投資，該等投資均按權益法入賬，有關投資之總賬面值約人民幣23.7

億元。三項最大投資為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博納」）、和和（上海）影業有限公
司及Storyteller Holding Co., LLC，該等投資均涉及電影製作或發行。於二零一七
年上半年，本集團之聯營投資錄得收益總額人民幣48.6百萬元，主要由於博納的
攤薄收益約人民幣79.0百萬元所致。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多種貨幣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大約人民
幣54億元。本集團持有短期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約人民幣20億元。短期可供出售金
融資產主要為中國上市銀行的理財產品投資，預期回報率為每年2.6%至4.5%，並
可在一年內贖回。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確認其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投資
收益為約人民幣28.4百萬元（在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中記作「其他收入」）。考慮到
風險等級、投資回報率、流動性和期限，投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項下的理財產品
符合本集團的資金和投資政策。充裕的現金儲備將會為本集團於不久將來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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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商業活動和項目（包括旨在完善本集團現有業務的戰略資產潛在收購事項）提
供財務支持。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長期債務。短期借款
為人民幣19.8億元，年息率為0.3%，可由本集團酌情償還，該借款由約人民幣20

億元的受限制現金作為擔保。本集團處於淨現金狀況且並無（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資本負債比率（借款淨額減現金及銀行結餘除以總權益）。

匯兌風險

本公司持有人民幣、美元和港幣現金儲備。雖然大部份製作成本和管理費用以人
民幣計算，但很多投資機會和與中國內地以外地區片商的合作計劃仍需使用外幣。
本集團會繼續密切監察資本需要，並據此管理匯兌風險。本集團並未採用任何貨
幣對沖工具。

抵押資產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任何抵押資產（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僱員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包括其附屬公司，但不包括其聯營公司）僱
用1,065名（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63名）僱員。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
年度的員工福利開支總額為人民幣2.715億元。本集團的薪酬政策按現行市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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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應用及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內的適用守則條文，惟下列摘要的若干偏離行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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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
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俞永福先生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獲委任為董事會主
席，亦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五日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二日（樊路遠先生於該日接替
俞先生獲委任為首席執行官）期間兼任本公司首席執行官。董事會認為，由同一
人士擔任主席及首席執行官有助於制定及執行本集團業務策略，並提升其互聯網
及電子商務能力。董事會相信，此舉不會損害有關安排下權力與權限之平衡，且
現時之董事會（由經驗豐富及具才幹之人士組成，且有充足數目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亦能足以確保權力及權限均衡。繼委任樊路遠先生為本公司首席執行官後，本公
司自二零一七年八月二日起已全面遵守守則條文第A.2.1條的規定。

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對
股東之意見有公正的了解。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童小幪先生及宋立新女士，
以及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李連杰先生及邵曉鋒先生，因各自於會議期間的個人事
務，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守則條文第C.1.2條規定，管理層應每月向董事會全體成員提供更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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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
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標準守
則所載之規定標準。本公司亦已採納標準守則，藉此對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若
干行政人員及僱員（彼等被視為可能知悉有關本公司或其證券之未刊發之內幕消息）
就本公司之證券買賣作出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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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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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永福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俞永福先生、樊路遠先生及張蔚女士； 
非執行董事李連杰先生及邵曉鋒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宋立新女士、 
童小幪先生及陳志宏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