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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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之第二份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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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之第二份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金額。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十二個月之第二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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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之第二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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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2,366,136 904,582
銷售及服務成本 (609,775) (718,530)

毛利潤 1,756,361 186,052
銷售及市場費用 (2,087,268) (1,079,562)
管理費用 (740,800) (719,758)
其他收入 5 108,907 63,414
其他收益，淨額 6 61,363 45,911

經營虧損 (901,437) (1,503,943)

財務收益 7 76,545 545,921
財務費用 7 (215,379) (11,975)

財務（費用）╱收益，淨額 (138,834) 533,946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投資之損益及攤薄收益 10 13,173 12,502

除所得稅前虧損 (1,027,098) (957,495)
所得稅費用 8 (25,383) (18,649)

期間虧損 (1,052,481) (976,144)

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950,259) (958,576)
非控制性權益 (102,222) (17,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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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基本 (3.76) (3.80)
－攤薄 (3.76) (3.80)



3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虧損 (1,052,481) (97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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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17) (3,40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扣除稅項 (7,961) 301

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94,878) (3,101)

期間總全面虧損 (1,147,359) (979,245)

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1,044,799) (962,036)

非控制性權益 (102,560) (17,209)

期間總全面虧損 (1,147,359) (97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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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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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831 99,265
商譽 3,596,058 3,532,107
無形資產 162,005 176,901
遞延所得稅資產 525 1,012
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10 2,377,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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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1,402 93,391

7,576,104 7,228,685

流動資產
存貨 1,159 890
電影及電視版權 832,433 809,00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11 1,106,460 1,322,353
可收回當期所得稅 6,248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140,793 1,954,1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48,745 6,220,966
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 2,422,155 –
受限制現金 1,019,524 2,027,057

9,077,517 12,334,377

總資產 16,653,621 19,56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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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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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1,405 5,081,884
就股份獎勵計劃持有之股份 (152,172) –
儲備 9,744,551 11,836,139

14,723,784 16,918,023
非控制性權益 135,149 213,909

總權益 14,858,933 17,131,93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3 14,753 –
遞延所得稅負債 38,394 42,922
融資租賃負債 6,228 –

59,375 42,92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費用 12 738,505 405,542
當期所得稅負債 – 2,666
借款 13 993,000 1,980,000
融資租賃負債 3,808 –

1,735,313 2,388,208

總負債 1,794,688 2,431,130

總權益及負債 16,653,621 19,56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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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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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互聯網為核
心驅動，擁有內容生產製作、宣傳與發行、IP授權及綜合運營、院線票務管理及數據服務的
全產業鏈娛樂平台。

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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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Ali CV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Ali 

CV」）擁有本公司49.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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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本公司宣佈將本公司之財政年度結算日由十二月三十一日變
更為三月三十一日，以與本公司若干業務（包括在線售票服務及娛樂內容宣傳發行業務）之
一般業務週期保持一致。因此，本中期財政期間涵蓋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十二個月期間，連同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對比財政期間。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十二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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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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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本中期簡明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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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採納於二零一七年一
月一日開始的財政期間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除外。

(a)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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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動之性質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處理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分類、計量和
終止確認，並引入套期會計的新規則和金融資產的新減值模型。

影響

本集團已評估其金融資產及負債，並預期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
度起採納新準則不會造成任何重大影響，原因如下：

• 目前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債務工具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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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該等資產的會計處理並無改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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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
計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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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關係，故新套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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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適用於按攤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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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採納之日期

必須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應用。本集團將於二零一八
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起追溯應用新準則，並採納該準則允許的可行權宜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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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動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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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

管理層現正評估應用新準則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影響，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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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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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
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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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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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採納之日期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生效。本集團擬於二零一八
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起使用經修改追溯方式採納新準則，換言之，採納
新準則之累計影響將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之留存收益中確認，有關比較數字
將不予重述。

(ii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變動之性質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於二零一六年一月頒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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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資產的使用權）及支付租金的金融負債將被確認。豁免僅適用於短期及
低價值租賃。

出租人的會計處理將無重大變化。

影響

此準則會主要影響本集團經營租賃的會計處理。截止至報告日期，本集團有若
干不可撤銷的經營租賃承擔。本集團估計，此等款項中有部分款項涉及短期和
低價值租賃的付款，因此將以直線法在損益中確認為費用。

然而，本集團尚未評估需要做出的其他調整（如有），例如由於對租賃期定義的
改變，以及對可變租賃付款、展期權及終止權的不同處理方式等而產生的調整。
因此，本集團未能估計在採納此新準則後須確認的使用權資產和租賃負債的金
額，以及未來如何影響本集團的損益和現金流量的分類。

本集團採納之日期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生效。於此階段，本集團不
擬於其生效日期前採納該準則。本集團擬應用簡單過渡方法，且將不會重述首
次採納之前年度的比較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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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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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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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互聯網宣傳發行 1,970,374 682,607

內容製作 341,292 211,834

綜合開發 54,470 6,010

其他業務 – 4,131

總收入 2,366,136 904,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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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入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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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374 341,292 54,470 2,366,136

分部業績 (351,370) 4,060 30,740 (316,570)

未分配的銷售及市場費用 (14,337)
管理費用 (740,800)
其他收入 108,907
其他收益，淨額 61,363
財務收益 76,545
財務費用 (215,379)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投資之損益及
攤薄收益 13,173

除所得稅前虧損 (1,027,098)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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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收益 12,502

除所得稅前虧損 (957,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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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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他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投資收入 89,978 43,434

當地政府補助 11,624 5,665

應收貸款之投資收入 – 4,579

雜項收入 7,305 9,736

總額 108,907 63,414

6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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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70

持有待售資產之公允價值變動 – (12,218)

終止確認失效回購選擇權之收益 – 33,000

其他 (304) (41)

總額 61,363 4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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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收益及費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收益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76,545 118,386

－匯兌收益，淨額 – 427,535

76,545 545,921

財務費用
－匯兌虧損，淨額 (202,997) –

－銀行借款之利息費用 (12,382) (11,975)

(215,379) (11,975)

財務（費用）╱收入，淨額 (138,834) 533,946

8 所得稅費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所得稅 26,770 7,494

遞延所得稅 (1,387) 11,155

25,383 18,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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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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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每股基本╱攤薄虧損 (3.76)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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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虧損 (950,259) (958,576)

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減就股份 

獎勵計劃持有之股份（千股） 25,253,506 25,23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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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本公司擁有兩類潛在
攤薄普通股，即購股權及未歸屬獎勵股份；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
個月，本公司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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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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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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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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2,280,839 19,081

增加 201,828 2,248,893

出售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38,403) –

退回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50,000) –

應佔投資（虧損）╱溢利 (65,795) 12,502

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攤薄之收益（附註） 78,968 –

貨幣折算差額 (29,491) 36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2,377,946 2,28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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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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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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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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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附註a）
－第三方 379,934 211,368

－關聯方 33,350 100,801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25,528) (31,028)

應收賬款淨額 387,756 281,141

電影及電視版權投資預付款項 128,648 32,421

預付電影按金 90,000 90,000

預付關聯方之款項 39,518 97,952

投資一間聯營公司及一間附屬公司之預付款項 – 45,000

其他預付款項 78,718 23,140

來自下列各項之其他應收款項：
－娛樂寶業務之應收款項 199,785 201,813

－博納影業重組之應收退款 100,370 506,179

－可扣減增值稅進項稅額 43,121 34,031

－應收利息收入 15,645 8,063

－應收關聯方款項 10,365 63,043

－可退回電影版權投資成本 – 12,000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67,489 55,052

減：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之減值撥備 (43,553) (34,091)

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淨額 830,106 1,134,60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總額 1,217,862 1,415,744

減：非流動部分（附註b） (111,402) (93,391)

流動部分 1,106,460 1,32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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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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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 – 90日 270,551 192,433

91 – 180日 39,088 45,498

181 – 365日 31,464 40,830

超過365日 72,181 33,408

413,284 312,169

(b)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非流動結餘主要為電影按金預付款項。該等預付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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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簽訂的電影合作協議
而支付的若干預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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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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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附註）
－第三方 51,569 31,172

－關聯方 26,616 5,964

78,185 37,13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應付關聯方款項 181,335 52,105

娛樂寶業務應付款項 162,987 41,187

應付薪金及福利 64,047 55,616

預收賬款 57,426 34,711

其他應付稅項 56,138 59,264

應計市場費用 38,236 29,312

有關發行電影之應付款項 24,630 29,489

應付專業費用 4,141 9,288

應付利息 3,102 4,587

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項 903 6,863

業務合併之應付代價 – 3,90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7,375 42,084

660,320 368,40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費用總額 738,505 405,542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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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 – 90日 55,913 21,914

91 – 180日 4,655 286

181 – 365日 4,938 404

超過365日 12,679 14,532

78,185 3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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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借款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993,000 1,980,000

非即期 14,753 –

1,007,753 1,980,000

借款變動分析如下：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的期初金額 1,980,000
償還銀行借款 (990,000)
銀行借款所得款項 17,753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期末金額 1,007,753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1,980,000

附註：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短期借款人民幣990,0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1,980,000,000元）的年息率為0.3%，由本集團酌情償還，並由人民幣1,001,153,000元（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007,439,000元）的受限制現金作為擔保。

由於折現影響並非重大，即期借款之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值相等。

14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的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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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
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概覽
過往幾年，本集團一直進行戰略投資以構建其娛樂實業生態體系的基礎，並於二
零一七年取得重大業務進展。本集團二零一七年收入按年增長162%至人民幣
23.661億元，旗下三個業務分部分別貢獻強勁收入增長，尤其是互聯網宣傳發行
業務，錄得收入人民幣19.70億元，按年增長189%。作為新產業基礎設施的組成部
分，本集團的在線售票平台淘票票持續拓展業務及引領行業變革。於二零一七年，
國內電影售票的線上化率再創新高，佔售票總數超過82%。廣大消費者不單已習
慣透過在線平台購票，同時亦開始透過在線平台瀏覽電影、影院及明星相關資訊。
淘票票已成為數字化推廣娛樂內容的有力工具。

國內票房於二零一六年僅錄得單位數年增長率，其後於二零一七年恢復至13.5%

的穩健升幅。根據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廣電總局」）公佈的資料，二零
一七年整體票房達人民幣559億元。總票房增長主要受到影院觀影人次增加而非
票價上漲的推動。電影依然是備受青睞的娛樂內容消費形式。根據藝恩數據，截
至二零一七年年底，中國影院數量增加至約9,000間。隨著影院數量增加，本集團
旗下雲智（前稱「粵科」）持續錄得穩定業務增長及產生穩定現金流量。

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錄得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虧損淨額人民幣9.503億元，主
要由於本集團繼續投入市場費用以提升淘票票市場份額。儘管前述虧損數字與二
零一六年虧損淨額人民幣9.586億元相若，但由於人民幣兌美元及港幣等外幣升值
導致出現重大匯兌損失，本集團二零一七年整體盈利性受到影響。於二零一七年，
匯兌損失為人民幣2.030億元，而二零一六年則錄得收益人民幣4.275億元。若撇除
上述與匯率波動相關的因素，本集團的營運盈利能力於二零一七年取得重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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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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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互聯網宣傳發行

於二零一七年，在線售票行業進一步增長及整合。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貓眼及
娛票兒兩大售票平台進行合併。數年前，在線售票行業可謂群雄逐鹿，如今已演
變為兩強並立的格局。得益於行之有效的市場策略，加上不斷提升其用戶體驗，
本集團在線售票平台淘票票出票票房(GMV)的增速遠高於整體票房。本集團堅信
淘票票的未來商業潛力。因此，本集團繼續投放大量資源，以提升其整體業務規
模。此外，於二零一七年七月，本集團增持淘票票9.12%的股權，持股達96.71%。

於二零一七年，淘票票的收入基礎穩步增長，售票手續費隨出票票房(GMV)上升
持續增長。隨著淘票票不斷穩固其市場份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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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乘風破浪》，這兩部電影在國
內都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績。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亦與各方共同努力宣傳及發行《俠
盜聯盟》及《敦刻爾克》等熱門電影。此外，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還負責多個項
目的整體宣傳及發行服務，例如《一條狗的使命》及《傲嬌與偏見》。電影《一條狗
的使命》由本集團所投資公司Amblin Partners製作，本集團以創新數據化技術宣傳，
其國內票房逾人民幣6億元，超越北美票房。

雲智於二零一七年依然表現穩健。於二零一七年底，雲智與中國超過2,700間影院
建立連接。在財務業績方面，本集團的互聯網宣傳發行業務分部於二零一七年錄
得收入人民幣19.704億元，較去年的人民幣6.826億元劇增188.7%，主要由於在線
售票手續費及在線宣傳發行收入增長所致。縱觀二零一七年，淘票票的市場份額
穩步攀升，其市場費用亦隨之按年增長。鑒於收入增長超逾費用增長，該分部虧
損由二零一六年的人民幣6.074億元大幅減少至二零一七年的人民幣3.514億元。

內容製作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發行了多部電影。本集團於四月發行《傲嬌與偏見》，取得國
內票房人民幣1.24億元，於八月發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這部備受期待的電影
由高人氣演員劉亦菲和楊洋主演，取得總票房人民幣5.34億元。除該等項目外，
本集團亦共同投資其他片方製作的電影，當中包括由金城武及周冬雨聯袂主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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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喜歡你》及由古天樂領銜主演的電影《殺破狼 •貪狼》。上述兩部電影分別取
得國內票房人民幣2.10億元及人民幣5.23億元。國際方面，驚悚片《Real》於二零
一七年夏季在韓國上映。本集團繼續有選擇地投資發展娛樂內容。《古劍奇譚2》
改編自中國一款廣受歡迎的遊戲，現正同時進行電影及電視劇集製作。

本集團的內容業務包括電影及電視劇投資創作。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向優酷（本
集團的關聯公司）出售多部劇集的播映權。浪漫喜劇類系列劇《囧女翻身之嗨如花》
已於優酷上映。在財務業績方面，本集團的內容製作業務分部於二零一七年錄得
收入人民幣3.413億元，而二零一六年則為人民幣2.118億元。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往年若干遺留項目的影響，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仍錄得分部溢利人民幣4.1百萬元，
較二零一六年的虧損人民幣2.435億元大幅改善。

整個內容製作週期涉及大量的前期資本及時間投入。就未來內容製作業務的策略
而言，本集團亦將注重開發富有創意、傳遞正能量及合家歡題材的內容。此外，
本集團將繼續物色及評估聯合投資機會。對於製作方，本集團不單提供資金資源，
同時亦提供源自其整個生態體系的服務。

綜合開發

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衍生產品對本集團而言具有顯著的業務潛力。於二零一七年，
本集團甄選若干淘寶及天貓的電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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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大數
據在阿里巴巴生態體系中甄別及挑選合適電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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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可尋求第三方轉讓知識產權，以開發更
多產品。展望將來，本集團亦將與阿里巴巴集團更緊密合作，推動娛樂內容在其
電商平台的展示及應用。此舉將提升整體用戶粘性並符合雙方利益。

本集團的綜合開發業務分部亦包括C2B投融資平台娛樂寶。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
完成多項C2B投融資項目。此外，本集團已採取多項措施降低C2B投融資服務的整
體成本及加強控制交易對手風險。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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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分部錄得收入人民幣
54.5百萬元及盈利人民幣30.7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收入人民幣6.0百萬元及虧損
人民幣15.0百萬元均有極大改善。由於娛樂寶於過去多年在物色及甄選項目方面
累積了大量實際經驗，因而能夠利用第三方融資或內部資源共同投資影視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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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本集團委任樊路遠先生為新任首席執行官及董事會主席。
樊先生在支付寶時帶領其團隊首創快捷支付和創建了餘額寶，支付寶現已成為全
球最大第三方在線支付解決方案供應商之一。在其帶領下，本集團致力於建設以
技術為核心驅動的新基礎設施，提升行業效率。

一項正在進行的計劃是豐富淘票票的資訊及媒體功能，繼續其從「售票平台」向「電
影內容及社區平台」的轉化。淘票票的在線宣傳能力已獲得認可，下一步將繼續
提升其功能及應用。誠如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一日所宣佈，本集團計劃投入
必要資源，加速拓展並進一步鞏固淘票票的市場領先地位。除進一步發展用戶驅
動（C端）的基礎設施外，本集團亦一直致力於其業務驅動（B端）的計劃，例如升
級專門面向行業參與者的應用程式淘票票專業版。淘票票專業版向不同行業參與
者提供有關票房數據及資訊的全面資訊。為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產品及服務而作
出的上述努力將繼續以其現有內部資源撥付。此外，本集團透過雲智繼續推廣使
用其雲端售票系統，此舉將提升影院運營商的營運效率。

在內容開發方面，本集團正在發展其自主製作能力，透過A計劃扶持年輕製作人才，
以及與國內外頂級製作公司建立廣泛合作關係。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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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里巴巴集團整體傳媒及娛樂業務方面的戰略目標支持下，本集團將加強與阿
里巴巴集團的業務合作。有關合作將不限於阿里巴巴集團的大文娛板塊，同時亦
延伸至其電商平台乃至螞蟻金服。所有這些平台均已建立龐大的用戶基礎，這些
用戶對媒體及娛樂內容的需求與日俱增。管理層對行業及本集團的發展前景充滿
信心並備受鼓舞，本集團的生態體系將不單為用戶創造及提供創新優質內容，同
時亦透過其行業新基礎設施賦能行業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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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期內收入和利潤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收入人民幣23.661億元，按年增長162%。報告期內毛利
潤為人民幣17.564億元，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則為人民
幣1.861億元。所有三個業務分部的收入均錄得大幅增長且業績有所改善，而整體
總營業額及盈利改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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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3億元，而二零一六年則為人民幣9.586

億元。本集團的業務營運改善因匯率波動引致的匯兌損失增加而被部分抵銷。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本集團的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為
人民幣3.76分，而去年則為人民幣3.80分。

銷售、市場和管理費用

於二零一七年，銷售及市場費用為人民幣20.9億元，而二零一六年則為約人民幣
10.8億元。銷售及市場費用增加，主要由於淘票票增加其總商品交易額及市場份
額而產生市場費用。管理費用由人民幣7.198億元按年微增至人民幣7.408億元。

財務收益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本集團錄得財務淨費用人民幣1.388

億元，當中包括匯兌損失人民幣2.030億元，而二零一六年則為財務淨收益人民幣
5.339億元，當中包括匯兌收益人民幣4.275億元。利息淨收益減少，反映由於現金
儲備減少，導致二零一七年賺取的利息收入較二零一六年有所下降。由於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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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完成收購Orbgen Technologies Private Ltd.（該公司主要於印
度運營在線售票平台TicketNew，UC優視及支付寶作為少數股東）及南京派瑞影院
管理有限公司（一間位於中國南京的影院運營商）的大部分股權。於二零一七年七
月，本集團將其於營運淘票票的附屬公司所持股權增至96.71%（本次增持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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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收購事項外，本集團亦於過去數年內在娛樂行業做出若干少數股權投資。截至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超過10項聯營投資，該等投資均按權益
法入賬，總賬面值合共為約人民幣23.8億元。三項最大投資為博納影業集團有限
公司、和和（上海）影業有限公司及Storyteller Holding Co., LLC，該等投資均涉及
電影製作或發行業務。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之聯營投資錄得收益總額人民幣
13.2百萬元。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多種貨幣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
銀行存款約人民幣50億元。本集團持有短期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約人民幣1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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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至4.8%，並可在一年內贖回。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確認其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的投資收益為約人民幣90.0百萬元（在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中記作「其他收入」）。
考慮風險等級、投資回報率、流動性和期限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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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人民幣48百萬元的五年
期銀行授信額度項下分別有短期及長期借款人民幣3.0百萬元及人民幣14.8百萬元，
固定年息率為6.555%。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根據該項授信額度作
出的借款外，本集團亦有人民幣9.900億元的短期借款，年息率為0.3%，由本集團
酌情償還，並由約人民幣10億元的受限制現金作為擔保。本集團處於淨現金狀況
且資本負債比率（借款淨額減現金及銀行結餘除以總權益）為零（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零）。

匯兌風險

本公司持有人民幣、美元和港幣現金儲備。雖然大部分製作成本和管理費用以人
民幣計算，但很多投資機會及與中國內地以外地區片商的合作計劃仍需使用外幣。
鑒於本集團的大量外幣現金儲備及其匯率波動性，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產生重大
匯兌損失，於該年度，美元及港幣兌人民幣分別貶值約6.7%及7.6%。本集團會繼
續密切監察其資本需要，並根據內部需求及外部環境管理外幣儲備。本集團並未
採用任何貨幣套期工具，但持續評估以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管理其匯兌波動風險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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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資產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抵押資產（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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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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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員工福利開支總額為人民幣5.467億元，二零一六年則為人民幣5.409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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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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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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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首席執行官）期間兼任本公司首席執行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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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鑒於本集團的業務按照明確的戰略方針持續增長，加
上樊先生自出任本公司首席執行官以來，對本集團致力建設國內電影產業新基礎
設施的戰略有深入了解，展現出卓越的管理及領導能力，俞先生已辭任董事會主
席，樊先生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自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日起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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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能夠及將繼續足以確保權
力與權限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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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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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出席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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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業務資料及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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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本
公司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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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被視為可能擁有有關本公司或其證券之非公
開內幕消息）就本公司之證券買賣作出規管。

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為了本公司關連僱員能在歸屬時獲得已授出的獎勵股份，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經
董事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採納）之受託人已從市場上購回本公司股份共
計18,070,000股，除此之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內購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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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樊路遠

香港，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樊路遠先生、俞永福先生及張蔚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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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