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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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公佈

阿里巴巴影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過往年度之比較金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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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904,582 263,717

銷售及服務成本 6 (718,530) (288,781)
  

毛利潤╱（虧損） 186,052 (25,064)

銷售及市場費用 6 (1,079,562) (111,947)

管理費用 6 (719,758) (277,580)

其他收入 4 63,414 21,666

其他收益╱（損失），淨額 5 45,911 (2,270)
  

經營虧損 (1,503,943) (395,195)

財務收益 7 545,921 894,144

財務費用 7 (11,975) (11,305)

財務收益，淨額 533,946 882,839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收益╱（虧損） 10 12,502 (862)
  

除所得稅前（虧損）╱利潤 (957,495) 486,782

所得稅費用 8 (18,649) (14,079)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利潤 (976,144) 472,703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 – (6,689)

  

年度（虧損）╱利潤 (976,144) 466,014
  

（虧損）╱利潤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958,576) 466,040

非控制性權益 (17,56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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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 
（虧損）╱利潤來自於：
持續經營業務 (958,576) 472,729

已終止經營業務 – (6,68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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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分列示） 9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80) 2.0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0.03)
  

來自年度（虧損）╱利潤 (3.80) 1.99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80) 2.0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0.03)
  

來自年度（虧損）╱利潤 (3.80) 1.99
  



4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虧損）╱利潤 (976,144) 46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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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2) 14,43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收益，扣除稅項 301 9,605
  

年度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3,101) 24,042
  

年度總全面（虧損）╱收益 (979,245) 490,056
  

歸屬於：
– 本公司所有者 (962,036) 490,082

– 非控制性權益 (17,209) (26)
  

年度總全面（虧損）╱收益 (979,245) 490,056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總全面（虧損）╱收益 
來自於：
持續經營業務 (962,036) 496,771

已終止經營業務 – (6,689)
  

(962,036) 49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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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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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65 57,136

商譽 3,532,107 3,490,574

無形資產 176,901 191,331

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10 2,280,839 19,08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 11 1,025,170 –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12 18,3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12 93,391 122,928
  

7,208,685 3,899,360
  

流動資產
存貨 890 306

電影及電視版權 809,004 383,76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12 1,322,353 789,11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974,107 1,102,00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220,966 3,677,988

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 – 7,089,781

受限制現金 2,027,057 2,021,328
  

12,354,377 15,064,283

持有待售資產 – 12,218
  

12,354,377 15,076,501
  

總資產 19,563,062 18,975,861
  



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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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6,139 11,113,927
  

16,918,023 16,195,811

非控制性權益 213,909 (2,231)
  

總權益 17,131,932 16,193,58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42,922 48,965

  

42,922 48,96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費用 13 405,542 670,666

借款 14 1,980,000 1,980,000

衍生金融負債 – 33,000

當期所得稅負債 2,666 49,650
  

2,388,208 2,733,316
  

總負債 2,431,130 2,782,281
  

總權益及負債 19,563,062 18,97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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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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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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
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衍生金融負債的重估（按公允價值列賬）而作
出修訂。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這亦需要管理層在應
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過程中行使其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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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集團已採納的對準則的新修訂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須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應用之對準則的修訂：

對準則的修訂
自該日或之後開始
的會計期間生效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 

 年度改進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的修訂
折舊和攤銷的可接受方法的澄清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的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中使用權益法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

關於投資性主體：
 應用合併的例外規定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 披露計劃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採納上述修訂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就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之其他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並無
重大影響。

(b) 尚未採納的新準則及修訂

多項新準則及對準則的修訂以及詮釋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且並未應用於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預計該等新準則及對準則的修訂以及詮釋不會
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惟下文載列者除外：

(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新訂準則主要針對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計量及終止確認，為對沖會計
引進了新準則，並且為金融資產提供一個新的減值模型。

本集團尚未詳細評估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本集團現時持有之金融資產包括：

• 分類為可供出售且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選擇按公允價值計入其
他全面收益之工具；及

•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且可能繼續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以相同基準計量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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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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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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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會
計法，而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該等負債，故對本集團
金融負債之會計方法並無影響。終止確認規則乃由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
工具：確認及計量」轉入且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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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減值模型要求按預期信貸損失確認減值撥備，而非僅產生之信貸損失（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其適用於按攤余成本分類之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計量之債務工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與客戶之間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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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
本集團尚未詳細評估新模型將如何影響其減值撥備，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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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必須在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起
應用。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過渡性條款，只容許就二零一五年二月一
日前開始之年度報告期分階段提早採納。在該日後，新規則必須全數採納。本
集團不打算在強制性日期前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i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與客戶之間的合約產生的收入」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發佈收入確認的新準則。此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涵
蓋貨品和服務合約）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涵蓋建造合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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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層正在評估應用新準則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影響，而下列方面（如適用）可
能會受影響：

• 服務收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可能引致獨立履約責任的識別
且其可能影響收入確認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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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合約產生的若干成本入賬－當前支銷的若干成本可能需要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確認為資產，及

• 退貨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規定於資產負債表上單獨呈列從客戶
收回貨品的權利及退款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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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在未來
十二個月內對影響進行更詳細評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施
行。於此階段，本集團不擬於其生效日期前採納該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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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擁有不可撤銷
經營租賃承擔人民幣221,380,000元。然而，本集團尚未釐定該等承擔到何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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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承擔可能因短期及低價值租賃而屬例外情況，及若干承擔可能與不符合租
賃條件（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安排有關。

新準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施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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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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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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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已予重列，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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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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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業務。

分部收入及業績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互聯網宣傳發行 682,607 136,250

內容製作 211,834 124,220

綜合開發 6,010 2,807

其他業務 4,131 44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總收入 904,582 26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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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互聯網

宣傳發行 內容製作 綜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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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682,607 211,834 6,010 4,131 904,582
     

分部業績 (607,448) (243,486) (14,955) 4,131 (861,758)
    

未分配的銷售及市場費用 (31,752)
管理費用 (719,758)
其他收入 63,414
其他收益，淨額 45,911
財務收益 545,921
財務費用 (11,975)

應佔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收益 12,502
 

除所得稅前虧損 (957,495)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互聯網

宣傳發行 內容製作 綜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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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136,250 124,220 2,807 440 263,717
     

分部業績 21,887 (99,143) 1,685 221 (75,350)
    

未分配的銷售及市場費用 (61,661)

管理費用 (277,580)

其他收入 21,666

其他虧損，淨額 (2,270)

財務收益 894,144

財務費用 (11,305)

應佔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虧損 (862)
 

除所得稅前利潤 48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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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文所呈列之所有分部收入均來
自外部客戶，並無分部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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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或毛利潤。此為就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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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列分部資產和
負債。

4. 其他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投資收入 43,434 5,063

當地政府補助 5,665 13,551

應收貸款之投資收入 4,579 2,201

雜項收入 9,736 851
  

63,414 21,666
  

5. 其他收益╱（損失），淨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終止確認已失效回購權之收益（附註a） 33,000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允價值
變動 25,170 –

持有待售資產之公允價值變動（附註b） (12,218) (5,152)

回購權之公允價值變動 – 2,749

其他 (41) 133
  

45,911 (2,270)
  

附註：

(a) 該金額指終止確認收購廣東粵科軟件工程有限公司（「粵科」）所產生之回購權之收益。
回購權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日失效。

(b) 該金額指二零一六年度就於北京北大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之投資的賬面值所作出的額外
撇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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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分類的費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確認為銷售及服務成本之電影及電視版權（附註） 622,038 244,028

確認為銷售及服務成本之存貨及電子禮券成本 32,198 4,290

市場及宣傳費用 1,076,624 64,835

僱員福利費用 540,900 241,788

折舊及攤銷 44,330 31,55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減值撥備╱（減值撥備撥回） 43,693 (6,916)

經營租賃費用 36,119 29,525

差旅及招待費用 29,940 6,106

付款手續費 22,863 –

SMS平台服務及客戶服務支持費用 11,348 –

技術服務費用 7,707 –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3,000 3,000

－非核數服務 750 2,491

其他費用 46,340 57,607
  

銷售及服務成本、銷售及市場費用及管理費用總額 2,517,850 678,308
  

附註：

該金額包括二零一六年電影及電視版權之減值虧損人民幣28,269,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
幣70,53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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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收益及費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收益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18,386 165,584

－匯兌收益，淨額 427,535 728,560
  

545,921 894,144
  

財務費用
－銀行借款之利息費用 (11,975) (4,204)

－來自一名關聯方委託貸款之利息費用 – (7,101)
  

(11,975) (11,305)
  

財務收入，淨額 533,946 882,839
  

8. 所得稅費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所得稅 7,494 31,945

遞延所得稅 11,155 (17,866)
  

18,649 14,079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按各集團公司之應課稅收入之法定稅率25%（二零一五年：25％）計算，
惟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根據相關中國稅務規則及規例，按15%（二零一五年：25%）之優惠稅
率繳稅。

因於香港及美利堅合眾國（「美國」）經營之集團內公司於兩個年度內並無任何應課稅利潤，
故並無就香港及美國利得稅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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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80) 2.0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0.03)
  

來自年度（虧損）╱利潤 (3.80) 1.99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80) 2.0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0.03)
  

來自年度（虧損）╱利潤 (3.80) 1.99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按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虧損）╱利潤，除以年內已發行普
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持續經營業務 

（虧損）╱利潤 (958,576) 472,729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 (6,689)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虧損）╱利潤 (958,576) 466,040
  

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25,234,561 23,382,14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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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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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按年內每股收市價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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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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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如下：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持續經營業務利潤 472,729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6,689)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利潤 466,040
 

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23,382,148

經調整：
－購股權（千股） 35,314

 

每股攤薄盈利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23,417,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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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19,081 18,804

增加 2,248,893 –

應佔投資利潤╱（虧損） 12,502 (862)

貨幣折算差額 363 1,139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2,280,839 19,081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認為並無任何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個別而言對本
集團屬於重大。

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聯營公司投資之性質：

實體名稱
營業地點╱

註冊成立地區
所有權權益%

計量方法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37.308% 37.308% 權益法

海南阿里巴巴影業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 40% – 權益法

申城影業有限公司 中國 20% – 權益法

海南阿里巴巴影業文化 

產業基金合伙企業 

（有限合伙）

中國 25% – 權益法

上海希映文化傳播 

有限公司
中國 11.18%* – 權益法

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 

（「博納北京」）
中國 8.24%* – 權益法

上海築影投資管理諮詢 

有限公司
中國 7.53%* – 權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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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名稱
營業地點╱

註冊成立地區
所有權權益%

計量方法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北京悅凱影視傳媒 

有限公司
中國 14.82%* – 權益法

上海鳴澗影業有限公司 中國 6.49%* – 權益法

Showtime Analytics Limited 愛爾蘭 20% – 權益法

Storyteller Holding Co., LLC 美國 5%* – 權益法

和和（上海）影業有限公司 中國 30% – 權益法

* 儘管本集團於若干投資實體中持有少於20%股權，但憑藉可委任其董事會董事的合約
權利，本集團對該等投資實體可實施重大影響，並有權參與該等投資實體的重大財務
及營運決策。因此，於該等投資實體之投資按權益法入賬。

1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換股債券 1,025,170 –
  

有關結餘指大地影院（香港）有限公司（「大地」，為南海控股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
上市）之附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債券，該等可換股債券為複合投資工具，並指定為以公允
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可換股債券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發行日期」）發行完畢。該等可換股債券按年利率
1.95%計息，轉換期為三年（「轉換期」）。

本集團可於轉換期隨時按根據可換股債券認購協議條款所釐定之轉換價將全部可換股債券
轉換為大地之普通股。

贖回方面，本集團可於發行日期第二週年後隨時要求大地按本集團所付認購額每年產生5.50%

內部回報率之數額（「贖回價」）贖回全部未償還債券。於轉換期到期後，大地將按贖回價贖
回全部未償還債券（未獲贖回或轉換者）。

於發行日期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換股債券之公允價值由獨立合資格估值師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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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附註a）
－關聯方 100,801 –
－第三方 211,368 280,513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31,028) (51,948)

  

應收賬款淨額 281,141 228,565
  

預付電影按金 90,000 120,000

電影及電視版權投資預付款項 32,421 16,702

投資預付款項（附註b） 45,000 –

預付關聯方之款項 97,952 –

其他預付款項 23,140 10,795

來自下列各項之其他應收款項：
－博納北京重組之應收退款（附註c） 506,179 –

－娛樂寶業務之應收款項 201,813 382,895

－應收關聯方款項 63,043 –

－可抵扣增值稅進項稅額 34,031 –

－可退回投資成本（附註d） 12,000 2,090

－應收利息收入 8,063 24,132

－有關收購一個投資對象之可退回按金 – 24,000

－應收貸款 – 15,000

－應收投資收入 – 2,201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及一間合營公司 – 538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55,052 86,723
  

減：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備
(34,091) (1,600)

  

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淨額 1,134,603 683,47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總額 1,415,744 912,041
減：非流動部分 (93,391) (122,928)

  

流動部分 1,322,353 789,113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非流動結餘主要為預付電影按金。預付電影按金為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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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在考慮(i)該等債務人之聲譽及過往貿易記錄；(ii)業界結算
慣例；及(iii)後續結算金額後，定期評估是否有必要就有關應收款項計提撥備。

下列為應收賬款根據確認日期之賬齡分析：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90日 192,433 99,276

91－180日 45,498 99,699

181－365日 40,830 16,773

超過365日 33,408 64,765
  

312,169 280,513
  

(b) 有關結餘為投資於若干未上市公司之預付款項，相關投資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完成。

(c) 有關結餘為博納北京重組相關之應收退款，預期將於二零一七年收回。

(d)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有關結餘為與一部電影有關之可退回投資成本，已於二
零一七年一月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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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費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附註a）
－關聯方 5,964 –

－第三方 31,172 27,534
  

37,136 27,53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其他應付稅項 59,264 63,987

應付薪金及福利 55,616 45,316

應付關聯方款項 52,105 466,147

娛樂寶業務應付款項 41,187 –

客戶預收賬款 34,711 9,555

有關發行電影之應付款項 29,489 14,305

應計市場費用 29,312 –

應付專業費用 9,288 9,789

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項 6,863 –

應付利息 4,587 2,112

業務合併之應付代價 3,900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2,084 31,921
  

368,406 643,13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費用總額 405,542 670,666
  

附註：

(a)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根據賬單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 – 90日 21,914 15,146

91 – 180日 286 –

181 – 365日 404 58

超過365日 14,532 12,330
  

37,136 2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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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借款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款－即期、有質押且以人民幣計價 1,980,000 1,980,000
  

銀行借款乃以受限制現金人民幣2,007,439,000元作質押（二零一五年：人民幣2,001,938,000

元），須由本集團酌情決定償還並按年利率0.3%計息。

由於折現影響不重大，即期借款之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值相等。

15.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息(二零一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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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息（二零一五年：
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下表概述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業績的主要
指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904,582 263,717

毛利潤╱（虧損） 186,052 (25,064)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利潤 (976,144) 472,703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 – (6,689)

  

年度（虧損）╱利潤 (976,144) 466,014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虧損）╱利潤 (958,576) 466,040
  

分部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業績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互聯網宣傳發行 682,607 136,250 (607,448) 21,887

內容製作 211,834 124,220 (243,486) (99,143)

綜合開發 6,010 2,807 (14,955) 1,685

其他業務 4,131 440 4,131 221
    

總額 904,582 263,717 (861,758) (7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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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二零一六年，中國電影行業繼續健康發展，但票房增長有所放緩。根據中國國家
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廣電總局」）公佈的資料，二零一六年全國票房達457億，按
年增長4%。根據廣電總局和美國電影院業主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re 

Owners)的數據，二零一六年中國的影院觀影人次第一次超越北美。在快速發展的
行業中，本集團持續在其以互聯網為核心的娛樂實業生態系統中投入資本與資源，
進一步加強業務能力。二零一六年，在整合包括粵科和淘票票等運營資產方面，
本集團取得有效的成果，實現了收入的強勁增長，按年提升243%至人民幣9.046億
元。

過去數年間，線上電影票務在中國取得快速增長，本集團估計，現時中國所售全
部電影票中有接近80%是通過線上售票平台實現的。線上票務平台不單改變了消
費者端的消費模式，也逐漸成為片方和影院端的重要合作夥伴。根據藝恩數據，
二零一六年中國大陸有超過450部新影片上映，線上票務平台除了提供購票便利，
更成為了一個重要的電影信息發佈的渠道。影院數量在過去數年間也不斷增長，
根據廣電總局的數據，至二零一六年底，全國擁有超過7,800間影院，數量按年上
升23%。

在二零一六年，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人民幣9.761億元，而去年同期則盈利人民幣
4.660億元。二零一六年的虧損淨額主要由於淘票票的巿場費用（主要是對觀影人
士的票務補貼）所致。在此策略支持下，淘票票成功建立起用戶群，其市場份額
持續增長。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線上票務平台（淘票票）已
接入超過6,000家影院，電影票務的線上線下模式已逐漸步入成熟期。與此同時，
淘票票已在二零一六年下半年逐步擴大收入基礎，本集團將靈活應對市場情況對
淘票票的業務模式進行及時調整與優化。

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度，本集團對治理層和管理層做出一些調整，俞永福先生出任
董事會主席並兼任首席執行官。俞主席擁有豐富的投資、創業和企業管理經驗，
目前正在制定本集團整體運營策略，以及對各個業務分部進行梳理與調整。調整
後的業務分部包括：(i)互聯網宣傳發行、(ii)內容製作及(iii)綜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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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堅定地在文化娛樂產業深耕，在強化個別業務線的核心競爭力之外，更
會與阿里巴巴集團的文化娛樂板塊嘗試有效的資源整合，積極開發創新的業務模式。

業務回顧

互聯網宣傳發行
本年度，本集團投入重大資源與努力，持續整合在線票務平台淘票票與本集團現
有資源，以提升整體業務規模。通過結合線上及線下的宣傳發行能力，淘票票已
強化其核心競爭力並與部分同業在產品和運營方面產生差異化。二零一六年，淘
票票參與了多部影片的宣傳和發行，包括《絕地逃亡》、《圓夢巨人》和《追兇者也》
等，累積了寶貴的經驗並逐步成為片方的重要宣發合作夥伴。於二零一六年五月，
淘票票完成A輪籌資人民幣17億元，所得款項用於支持淘票票營運方案的實施。
受益於有效的市場策略，二零一六年以來淘票票市場份額持續顯著提升。二零
一六年下半年開始，淘票票已進一步擴大收入基礎，對本集團收入增長的貢獻顯著。

隨著整體票房及線上電影票務的增長趨勢，二零一六年粵科的業績表現穩健，為
本集團的收入和利潤作出重要貢獻。

財務業績方面，本集團的互聯網宣傳發行業務於二零一六年錄得收入人民幣6.826

億元，大幅高於去年的人民幣1.363億元。但由於淘票票的巿場費用的影響，本年
分部虧損為人民幣6.074億元，而二零一五年的分部利潤為人民幣21.9百萬元。

為了進一步強化產業宣發鏈條，本集團在二零一六年投資了小規模的影院業務和
業內有一定實力的宣發公司。這些戰略資產有助於本集團快速的深入掌握產業鏈
上各方的業務特點和需求，使得本集團強大的互聯網宣發體系能更好地為片方和
影院開發更多具有附加值的服務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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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製作
於二零一六年，本集團的各內容製作項目進展順利。本集團出品的影片中，《七月
與安生》和《擺渡人》分別在第三十六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獲得12項和7項提名，《七
月與安生》的兩名女主角更在二零一六年的金馬獎同時獲得最佳女主角。阿里影
業會繼續開發與製作高質量的內容作品。由中國人氣玄幻愛情題材小說改編而成
的同名電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已拍攝完成，目前處於視覺效果製作中。該影片
計劃於二零一七年暑期上映。另外，本集團開發與製作的浪漫喜劇《傲嬌與偏見》
預期在二零一七年四月上映。於早期製作階段的其他主要項目包括《古劍奇譚2》，
其故事取材自廣受歡迎的同名遊戲。《古劍奇譚2》將被分別開發成電影和影視劇，
均配以業界頂尖水平的視覺效果。

內容製作分部現包括國內和國際內容業務。繼二零一五年的《諜中諜5：神秘國度》
(Mission： Impossible – Rogue Nation)之後，本集團與派拉蒙合作的(《忍者神龜：
破影而出》(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Out of the Shadows)及《星際迷航3：超越
星辰》(Star Trek Beyond)兩個項目在二零一六年上映。二零一六年，內容製作板塊
的收入為人民幣2.118億元，高於去年的人民幣1.242億元。但由於個別項目票房不
如預期，內容製作板塊虧損人民幣2.435億元，去年同期內容製作板塊整體虧損人
民幣0.991億元。二零一六年，本集團投資了荷里活名導演史提芬史匹堡(Steven 

Spielberg)的電影製作公司Amblin Partners，進一步加強了國際項目資源的獲取與
參與能力。

眾所周知，內容創作通常需要重大的資本及時間的前期投入，二零一六年本集團
的內容製作業務仍處於擴展期。本集團在未來的內容製作業務策略上，除電影外，
也會注重影視劇市場的發展與轉型。隨著消費者的觀影習慣變化以及線上觀影的
次數的快速增長，視頻網站將成為重要的內容發行渠道，相應地，網劇也將成為
本集團的重點發展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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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開發
本年度，本集團將原有的娛樂寶業務（包括娛樂寶業務和版權授權業務）升級成為
綜合開發業務板塊。娛樂寶業務依然兼顧B端（片方）的金融屬性和C端（用戶）的
娛樂屬性。本集團旨在為B端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務，在C端服務方面不斷提升用戶
體驗和豐富娛樂價值。C端融資入口因為參與人數眾多，未來更將兼顧滿足片方
宣發訴求。經過整年的探索，版權授權業務團隊已具備較高效率，並成功打造《星
際迷航》等項目的衍生商品開發成功案例。除授權業務外，綜合開發團隊將嘗試
開發創新的版權相關服務，新的業務模式將嘗試與阿里巴巴電商平台資源打通，
整合平台流量和商家資源，開創更具差異化的增值服務。綜合開發業務將以版權
為核心，圍繞版權整體開發各個業務鏈，綜合提供從融資，商務植入，版權宣發
到衍生商品開發等系列專業服務，為版權一體化開發提供獨特的全新服務模式。

由於綜合開發業務尚處於早期發展階段，本分部於二零一六年錄得收入人民幣
601萬元及虧損人民幣1,496萬元，而二零一五年的收入及分部利潤分別為人民幣
281萬元及人民幣169萬元。

前景
管理層觀察到，電影產業從內容到用戶的營銷鏈路正經歷從數字化到網絡化再至
智能化的演進過程，而且在中國，上述進程正在跨越式發展。

有鑑於行業格局和消費者行為的快速迭代演變，本集團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
將持續圍繞娛樂實業生態進行佈局和業務升級，依托數據和科技優勢，把握住電
影產業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所帶來的產業機遇，打造電影產業的新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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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內容化電影媒體發布陣地，為用戶提供更豐富的娛樂消費訊息，實
現淘票票從「票務平台」向「電影內容及社區平台」的轉化，進而為行業提供電影內
容營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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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B端（片方和影院），本集團將對現有產品與服務進行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
化的升級和創新，提供雲化系統和解決方案，以提升影院經營效率，使本集團的
產品和服務在未來能夠成為產業性的基礎設施，進而服務更廣泛的客戶群體。

另外，本集團也將利用自身的網絡資源與能力，持續探索創新的宣傳發行渠道與
方法，逐步實現數字化乃至智能化的宣發模式，提高影片宣發效率，為片方創造
更大價值。

在內容方面，本集團將通過經驗的累積和對內容能力的培養，發掘和解決「內容
生態」中的核心問題，使之在穩健前提下加速發展，加速劇影、綜影、文影和遊影
聯動的案例實踐，加速實現內容生產的系統性和可持續性，幫助提升產業效率和
探索新的商業模式，持續升級新基礎設施。

財務回顧
收入和利潤

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收入人民幣9.046億元，按年上升243%。報告期內毛利為人
民幣1.861億元，去年同期為毛虧損人民幣25.1百萬元。收入的上升主要來自淘票
票、粵科和內容製作的貢獻。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淨虧損為人民幣9.586億元，而二零一五年度錄得的淨利潤
為人民幣4.660億元。二零一六年的淨虧損主要來自於淘票票的巿場費用和管理費
用的增加。因阿里影業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收購淘票票，其二零
一五年的損益表並未併入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為人民
幣3.80分，而去年同期每股盈利人民幣1.99分。

銷售、市場和管理費用

二零一六年的銷售及市場費用為人民幣10.8億元，而二零一五年同期則為約人民
幣1.119億元。銷售及巿場費用上升主要由於淘票票為吸引觀影人士使用其在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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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平台而產生巿場費用。管理費用由人民幣2.776億元按年增至人民幣7.198億元，
主要由於收購淘票票及娛樂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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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本集團錄得財務收益人民幣5.459億元和財務淨收益人民幣5.339億
元。本集團的現金儲備以多種貨幣持有。利息收入和匯兌收益均為財務收益作出
貢獻。

主要投資

本集團繼續將於二零一五年六月進行股本配售所得款項用於在其行業投資各項業
務。於二零一六年，約人民幣32.5億元用於該等投資，包括投資大地影院集團面
值人民幣10億元的可轉債，追加投資博納影業集團，投資和和影業和Amblin 

Partners，以及設立一個投資於娛樂影視行業產業鏈的基金。大地影院集團的投資
以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入賬，而其他投資則以按權益法
入賬之投資入賬。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多種貨幣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大約
人民幣62億元。本集團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約人民幣20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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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至4.44%，並可
在一年內贖回。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確認其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投資收益為約人
民幣43.4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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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
團沒有任何長期債務。短期借款以人民幣計值，金額為人民幣19.8億元，年息率
為0.3%，可提前償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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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資本負債比率（借款淨
額減現金及銀行結餘除以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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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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沒有任何抵押資產（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包括其附屬公司，但不包括其聯營公司）
僱用863名僱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21名）。計及以股份為基礎的報酬（尤
其包括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採納的購股權計劃項下股份支付）支出，本集團
於二零一六年的員工福利開支總額為人民幣5.409億元，而二零一五年為人民幣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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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致力於切合實際之範圍內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強調高透明度、問責
性及獨立性為原則。董事會相信優良之企業管治對本公司之成功及提升股東價值
至為重要。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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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之守則條文，惟下文解釋之若干闡明原因的偏離行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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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五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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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幫助本公司克服市場挑戰並為本公司股東創造更多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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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相信，此舉不會損害現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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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力及授權均衡。

守則條文第A.5.1條規定，本公司應設立提名委員會，並由董事會主席或獨立非執
行董事擔任主席，成員須以獨立非執行董事佔大多數。繼張彧女士於二零一五年
十一月三日辭任成員後，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成員的組成未能達到須以獨立非執行
董事佔大多數的規定。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委任陳志宏先生為本公
司提名委員會成員。委任陳志宏先生後，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起
完全遵守守則條文第A.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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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其各自於會議期間的個人事務，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舉行
的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六年股東週年大會」）。

守則條文第C.1.2條規定，管理層應每月向全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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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時向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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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前董事會主席邵曉鋒
先生因其於會議期間的個人事務而未能出席二零一六年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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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
詢後，彼等確認，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33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與實務，以及審閱截
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
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已就本公告內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資產負債表及其相關附註與本集
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數據核對一致。羅兵咸永道在這方面的工作並不
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
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聘用，故羅兵咸永道並不對本公告發出任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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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購回、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代表董事會
阿里巴巴影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俞永福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俞永福先生、張强先生、張蔚女士及樊
路遠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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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