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board of directors (“BoD”) of the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and its entire members hereby guarantee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information in this 
announcement and they will take both individu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content.

On June 27 of 2016, the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received the Approval on the Private Issue 
from the CSRC (document of Zheng Jian Xu Ke [2016] No. 875). 
Following is the main content:

1. It’s approved that the private issue amount of A-share shall not 
exceed 4,623,938,547 shares.

2. The private issue of A-share shall be implemented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submitted to the CSRC. 

3. This approval shall take into effect within 6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the issue approval. 

4. In case there’s any important event from the date of issue approval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ivate issue, the Company shall report to the CSRC 
and handle it subject to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in time

The Company would handle with the issue related matters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bove approving document and authorization of the 
general meeting within the approved term and perform its information 
disclosing duty timely. 

Following is the information of the contact method and contact person 
on the private issue: 

Issuer：The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Contact person：Zhang Dawei
Tel：0898-66739961
Fax：0898-66739960
E-mail：hhgfdshmsbgs@hnair.com

                            Board of Directors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June 28, 2016

ANNOUNCEMENT ON APPROVAL OF 
PRIVATE A-SHARE ISSUE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港上月出口英國跌13.4%

阿影用淘寶大數據掘金
票房逼北美 內地電影市場多隱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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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數據拍電影電視例子
電影或電視劇

《小時代》系列的四部電影

電視劇Netflix的《紙牌屋》第
二季

許鞍華導演的電影《黃金時
代》

大數據運用方式

事先鎖定觀眾群為女性微博達人，並掌握其故事題材
和演員偏好，運用大數據說服投資方、品牌贊助和電
影院的上映排程。

Netflix利用4,000萬用戶大數據分析喜歡看BBC舊版
《紙牌屋》的觀眾，同樣也喜歡大衛芬奇導演的電視
劇，或者凱文史貝西主演的電視劇。

運用百度大數據作票房預測，票房將達兩億元以上。

票房

估計超過 17億元

據估算，《紙牌屋》第二季在北
美大概擁有3,170萬觀眾。

4,991.89萬

投資回報率

超過250%

帶動 Netflix 股價
急升

-28.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
阿里運用大數據的模式亦可體現在
其他娛樂事業上，阿里影業(1060)
旗下的娛樂寶就是希望達到可一邊
收集投資者對娛樂產品的喜好，投
資者亦一邊可以賺錢。
娛樂寶曾透過大數據方式投資

《小時代》系列的四部電影，投資
回報率達到250%，不過其實大數據
亦有失敗的時候。

眾籌集資更好分析觀眾喜好
娛樂寶副總裁俞巍於產品發佈會

表示，娛樂寶最大的特色就是利用
網絡快速眾籌的力量，而與其合作
的IP亦可透過娛樂寶的平台得到大
數據，更好地發展其品牌，更好地
與粉絲互動。
阿里影業首席營運官鄧康明亦

指，粉絲充當投資人的角色，除
了可參與決定內容及選角，亦可
參與首影及簽名活動，從而令IP
與粉絲關係更大互動。

另透過大數據平台進行分析，可
以更切合觀眾的喜好去設計電影，
令電影受歡迎的機會大增。他指
出，如《小時代》系列電影及美國
Netflix 的《紙牌屋》就是成功例
子。
然而，同樣以大數據預測，票房

將達兩億以上由許鞍華導演執導的
電影《黃金時代》則令人「大跌眼
鏡」，票房預測將達兩億元以上，
但實際票房僅為4,991萬元，落差極
大，反映大數據亦不是百發百中。

娛樂寶投資回報率達7%
娛樂寶推出兩年，強調「人人都

能玩的賺」，參與者可以一邊玩一
邊賺錢，投資回報率達7%。在今
年6月11日，最新一期的娛樂寶金
融理財推出《沒有別的愛》、《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古劍奇譚
2》、《麥兜．飯寶奇兵》四個項
目，總額達3,000萬元的投資份額
在幾個小時內就被粉絲搶購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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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阿里巴巴2014年斥資62億港元入股文
化中國傳播，改名為阿里影業以來，近

年來其拓展娛樂電影業務的步伐愈來愈快。
據阿里影業首席執行官張強介紹，內地網上
購票比例已由2015年初的不足30%，增至
2015年底的80%。公司將運用大數據，為更
多中小型電影院建立融資平台。

互聯網思維技術改造電影
內地電影行業呈現出高速發展趨勢。
2015年的電影總票房逾440.69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增長48.7%，僅次於北美
成為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場。如果保持這樣
的增長速度，內地有望在三年內躍居全球
最大電影市場，加上中產階層崛起，對影
視娛樂需求日漸提升，阿里想從中「參一

腳」亦很正常。
阿里影業首席執行官張強在近日上海舉行

「生來不同」戰略合作夥伴發佈會上表示，
馬雲給他們一個很清晰的概念：阿里影業要
做一家跟傳統電影公司不一樣的公司，就是
用互聯網的思維及技術去改造電影。
雖然目前內地電影進入高度繁榮的階段，

但其實背後仍有很多痛處，如找導演及演員
愈來愈難，人才極度短缺，投資風險依舊巨
大，收入模式單一依賴票房，現金回收周期
漫長等。
張強指出，改造的第一步就是透過剛完成

17億元的A輪融資「淘票票」推出線上售票
業務，在騰訊(0700)微票、百度糯米及貓眼努
力下，令內地網上購票比例由2015年初的不
足30%增至2015年底的80%，絕對是驚人的

數字。
他解釋，購票習慣在產業鏈當中是很關鍵

的，預計線上線下O2O將成為未來電影主要
的發行模式，讓用戶買電影票更方便，發行
回款更快捷，亦將運用阿里影業的大數據，
更好地管理電影院的會員體系，並為更多中
小型電影院建立融資平台，提供更精準的宣
傳推廣。

為中小電影院建融資平台
他續指，公司不僅是自己開拍電影，更希

望提供平台讓有才華的電影製作公司，發揮
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作用。為解決電影業
人才短缺的問題，阿里影業已於去年啟動A
計劃，以預算資金10億元重點扶持90後及95
後年輕人。
事實上，阿里影業自首年錄得虧損4.17億

元，去年已轉虧為盈，錄4.66億元盈利，除
自製電影外，亦會投資荷里活電影，去年投
資《職業特工隊：叛逆帝國》，就為公司帶
來6,870萬元收入，而「處女作」電影《擺渡
人》亦即將於今年上映。

電影衍生品商機大 內地唔再走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娛樂

寶亦致力發展電影及娛樂衍生品市
場。娛樂寶副總裁俞巍指，外國的電
影收益僅30%至40%來自票房，衍生
品市場非常蓬勃，但反觀中國，電影
的票房及廣告收入達到90%至95%。
以《星球大戰》為例，其中一款機械
人玩具「BB－8」，推出12小時，定
價150美元，賣出了2.2萬件；迪士尼
人氣電影冰雪奇緣愛莎公主穿的裙子
一年在美國的銷售量達300萬條，片方
單靠賣裙子就能掙到4.5億美元。
在6月13日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次日

舉行主題為「人人都能玩的賺」的發佈
會上，娛樂寶宣佈與多間電影公司合作
達成衍生品開發協議。同時公佈了與音
樂人及牛班APP創始人胡彥斌、女子偶

像組合SNH48以及NPC創始人李晨，
打造粉絲活動和明星衍生品。

夥電影公司開發衍生品
另外亦攜《冰河世紀 5：星際碰

撞》、《忍者龜 2：破影而出》、《星
空 奇 遇 記 ： 超 域 時 空 》 、
《Ultraman》（奧特曼）、《中國好
聲音》五個超級IP，就相關衍生品的
開發和售賣達成合作。俞巍舉出《忍
者龜2》為例，指透過大數據的研究發
現，未來在設計其衍生品時會重運
動及數碼兩大概念。俞巍表示，娛樂寶
的用戶將會與淘寶、支付寶的用戶融合
在一起，達到「一鍵連結」的情況，即
娛樂寶的平台將會有數以億計的用戶，
絕對是推廣各IP的重要平台。

■阿里影業副
總裁、娛樂寶
總經理俞巍攜
合作夥伴於娛
樂寶年度發佈
會進行祝酒儀
式。

香港文匯報訊 本港出口連跌13個月，不過跌幅自今
年2月份後呈逐月收窄趨勢，最新的5月份出口跌幅收
窄至0.1%，其中輸往英國的貨值大跌13.4%。英國脫歐
令本港出口前景驟添不明朗，貿發局早前已下調本港全
年出口增長預測，由原來預計零增長降至-4%。
政府統計處昨公佈，繼4月份錄得2.3%的按年跌幅

後，5月份轉口與港產品出口合計的商品整體出口貨值
為2,915億元，按年下跌0.1%。其中5月份轉口貨值為
2,880億元，上升0.2%，而港產品出口貨值為35億元，
跌幅為18%。同時，繼4月份錄得4.5%的按年跌幅後，
5月份商品進口貨值為3,177億元，按年下跌4.3%。5月
份錄得有形貿易逆差262億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
8.3%。

5月份本港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上升0.6%。此地
區內，輸往部分主要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升幅，
尤其是印度（升37.1%）、台灣（升22.1%）、菲律賓
（升5.7%）和中國內地（升0.9%）。另一方面，輸往
越南、馬來西亞、日本和韓國的整體出口貨值則錄得跌
幅，分別下跌21.6%、19.6%、7.8%和1.9%。
除亞洲的目的地外，輸往其他地區的部分主要目的地

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跌幅，尤其是英國（跌13.4%）和
美國（跌6.1%）。同時，輸往德國的整體出口貨值則上
升2.2%。
政府發言人昨表示，商品出口在5月份進一步呈現相
對改善，總貨值與去年同期相若。在主要市場中，輸往
美國和日本的出口仍然疲弱，而輸往歐盟和內地的出口

則輕微上升，輸往印度和台灣的出口錄得較顯著的升
幅。
展望未來，發言人指出，本港的出口表現仍要視乎環

球需求情況，特別是主要先進經濟體增長動力會否增
強。英國投票支持脫離歐盟，外圍環境的不明朗因素隨
之有所增加，或會對全球經濟以及環球金融市場帶來負
面影響。此外，美國的貨幣政策正常化、主要中央銀行
的貨幣政策走向分歧，以及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亦令人關
注。

英脫歐影響不會短期內反映
貿發局環球市場首席經濟師潘永才指出，英國市場佔

香港出口額的2%，全年出口貨值達550億元，金額不

小。其中成衣、珠寶、玩具及電子產品等消費品佔出口
量近六成。
英國脫歐，對相關貨品出口商造成較大影響， 但

未來兩年需要與歐盟商討相關安排，相信影響不會
在短期內反映。

■阿里影業副總裁、娛樂寶總經理俞巍(右)。 莊程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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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阿里巴巴旗下淘寶網坐擁過億

活躍用戶人數，不但能帶來不菲收入，其收集到的大數據還能在

其他領域大有作為，由阿里影業(1060)利用作拍電影就是其中一

條新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