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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狼2》登頂中國電影票房冠軍

資料來源：新華社、貓眼網

上映伊始票房就表現
出強勁走勢。

7月27日

7月30日 以3.597億元人民幣
打破中國影史單日票
房紀錄。

票房超過34億元人
民幣；打破《美人
魚》2016年創造的
中國影史票房紀錄。

8月7日

■■三方簽約共建三方簽約共建「「中國電影名中國電影名
鎮鎮」。」。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攝

無錫70億建「中國電影名鎮」
在2017中國．江蘇太湖影視

文化產業投資峰會上，國家新
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江蘇
省新聞出版廣電局和無錫市政
府簽約，決定推動在無錫市濱
湖區建設「中國電影名鎮」。
項目總計投資 70 億元（人民
幣，下同）文化投資基金，16
家規模影視企業簽約入駐無錫
國家數碼電影產業園。

園區產值今年料破50億
「中國電影名鎮」是在無錫

國家數碼電影產業園的基礎上
規劃建設，其產業定位是以做
精做強數碼電影產業為核心，
形成集電影拍攝、影視製作、
申報發行、電影交易、金融服
務和文化旅遊等功能於一體的

產業體系。
江蘇省副省長王江指出，無

錫國家數碼電影產業園園區產
值從2013年的1.8億元提升到
2016年的32億元，今年有望突
破50億元，成功由過去的傳統
加工廠蛻變成今天的影視夢工
場。
無錫市濱湖區委書記許峰表

示，無錫國家數碼電影產業園
目前集聚了星皓影業、星紀元
影業，以及美國倍飛視等國內
外影業和製作企業500餘家，承
接《西遊記之女兒國》、《長
城》和《變形金剛5》等影視劇
拍攝製作500餘部。園區現已成
為國家文化與科技融合示範基
地和中國重要製片基地，將建
造成「中國電影名鎮」。

內地電影票房在遭遇前期「斷崖式」下跌
之後，去年開始緩慢回升，全年電影總

票房為457.12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
增長3.73%。早前上演的國產軍事影片《戰狼
2》，內地上映18天票房突破45億元，更成為
首部打入全球前100票房榜的國產電影。

爭取電影間接產值
對於未來走勢，本次峰會的與會代表普遍
表示看好。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童剛
表示，中國已成為世界三大電影生產國、第二
大電影市場和第一大電視輸出國。今年電影票
房超過350億元，同比增長20%；電影銀幕數
達到4.76萬塊，超過北美市場穩居世界第
一；電視劇年產量近1.5萬集。當前內地影視
業發展擁有良好的環境和條件，機會難得，大
有可為。
上影集團董事長任仲倫指出，如果單從各
自的國內市場來看，中國內地電影票房應該很
快會超過美國。不過美國電影除了國內市場的
100億美元票房以外，海外市場還有約100億

美元的版權收益，每年電影間接產值接近700
億美元。
任仲倫說，中國內地電影產業的衡量指標

只有票房，但是票房在美國電影產業的收入當
中只佔30%至40%，還有60%至70%的收入
來自於版權銷售等衍生產品，中國內地在這方
面僅剛剛起步。

講好故事拍好電影
IDG資本全球董事長熊曉鴿亦提醒業界不

要對《戰狼2》的成功盲目樂觀，指內地一年
拍900多部影片，只有40%能夠上市，真正能
夠賺錢的10%不到。他認為，電影人一定要
拿出工匠精神，拍一些好的電影出來，不能單
純追求新技術而忽略故事內容。
「中國（內地）電影最不缺的是錢，資本
大量湧入，但大部分不是來投資的，是來投機
的。」中影股份總裁江平說，很多投資者不懂
電影，卻成為電影製片人，結果往往是毀了一
部電影。「中國電影最缺的是好製片人，不是
銀子。」

電影《戰狼2》在內地

票房持續飆升，讓人們看

到了內地電影產業觸底反

彈的信號。日前舉行的

2017中國．江蘇太湖影視

文化產業投資峰會上，與

會的業界人士認為，內地

電影產業將會持續增長10

年；但電影產業不能過度

依賴票房，應着眼於全產

業鏈的協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無錫報道

中國電影業 制勝靠產業鏈
業界：增長料持續十年 不能僅依賴票房■■由吳京自導自演的電由吳京自導自演的電

影影《《戰狼戰狼22》，》，在內地在內地
票房大賣票房大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戰狼戰狼22》》在內地上映近一個月在內地上映近一個月
時時，，入座率仍達八成入座率仍達八成。。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戰狼2》在票房上取得空前成功。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
程敏）華訊（0833）主席林
賢奇昨出席傳媒午宴時提
到，集團持有42.34%權益
之聯營公司宜春宜聯打印科
技公司將會是集團未來的
「金蛋」。今年中期派息較
去年減少，主要是預留資金
將位於廣東省陽西的廠房搬
至江西省宜春作前期投資之
用，新廠房主要是製造及銷
售打印機及其他配件產品，
預計今年 10 月可開始投
產。他指，宜聯上半年已為
集團帶來約160萬元（人民幣，下同）利
潤，預計在產能增加及打印機據點增加下，
下半年的利潤貢獻會更大。

精英生可分享筆記
宜春宜聯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埔

軍表示，於今年6月底止，宜聯已向超過
120間大學及學院分佈逾3,500部打印機，
提供在線打印服務，每張收費介乎1毫至5
毫。同時會新增據點於便利店，年底希望能
增至1.5萬至 1.8萬部，未來收入相當可
觀。他解釋，這是一個「共享」的概念，使
用他們的打印服務較自己購買設備及材料低
成本。此外公司會作為一個「內容分發」平
台，除以大數據分析學生打印的內容，亦讓
成績好的學生分享其筆記供其他人打印，當

中收取費用。公司亦正開發新技術，如新增
「教教我」功能，教導學生做功課等。

暫無物業收購計劃
另外，集團今年收購的北京飄亮購物中

心上半年租金收入達7,712.1萬元，林賢奇
指購物中心正在翻新，料於明年首季完成，
翻新後每年租金料有20%至30%的上升。
暫未有其他物業收購計劃，除非項目回報率
達8%以上才考慮。林賢奇又預告，將於10
月舉行的電子展上展出3款新產品。
華訊上周公佈中期業績，期內純利

5,711.1萬港元，按年升95.5%；期內受電子
產品及投資物業租金收入增加所帶動，毛利
按年增長1.25倍至2.12億元，派中期息3
仙，去年同期派5仙。

■林賢奇（中）指，今年收購的北京飄亮購物中心正在翻
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程敏 攝

華為傳夥Nvidia建雲AI平台

華訊：共享打印料成金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小米昨
於印度新德里宣佈，新一款與Google合作
的旗艦級智能手機小米A1，為小米首款參

與進化版Android One項目的智能手機。
新機配置光學變焦雙鏡頭，擁有4GB記憶
體及64GB儲存空間，定價為1,799元。小

米高級副總裁王翔指，小米A1對全球市
場拓展具有戰略意義，小米與Google的長
期合作已經碩果纍纍，這款手機是兩者關
係的進一步延伸。

配置光學變焦雙鏡頭
規格方面，小米A1較小米6提升了美顏
功能，令使用者的自拍更加自然；美顏模
式既支援前置500萬像素鏡頭，也支援後
置1,200萬像素雙鏡頭。小米A1提供2倍
光學變焦，使遠距離拍攝物件保持清晰，
同時也支援10倍數碼變焦。作為Android
One項目成員，小米A1預裝了Google最
受歡迎的一系列服務內容，例如免費無限
量高像素的Google圖片儲存空間。

免費無限圖片儲存空間
小米宣佈此款手機將於除印度之外的全

球40多個市場銷售，包括香港、台灣、印
尼、越南、俄羅斯、波蘭、烏克蘭和墨西
哥。小米A1將於9月7日在香港小米網
（mi.com/hk）、香港小米之家銅鑼灣店
及旺角店，以及csl.全線專門店發售。■小米A1配備光學變焦雙鏡頭。 彭博社

搭載原生Android 小米A1賣1799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前任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離開政府後，
轉投由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創立的新風天
域集團，擔任旗下公司新風天域醫療副主
席和新風天域教育主席，將於10月1日履
新。
於昨日的記者會上，譚志源表示，4月

至6月獲梁錦松和集團等人邀請見面約8
次，最後難敵對方誠意，便決定加入團
隊。他強調自己認同新風天域的理念與核
心價值，期望為香港及國家服務，不僅為
賺錢。

負責醫療及教育範疇
譚志源表示，離開政府後，有不少企業
曾向他招手，主要是學術機構及香港大財
團，不過最為深刻是新風天域集團。他
稱，梁錦松和集團等人曾為招攬他入伍，
竟然早午晚三餐均試過與他接洽，介紹集

團架構和業務、社
會服務理念及策略
發展方向。他自言
亦算「揀擇」，集
團符合其理念與核
心價值，便答應加
盟。
譚志源續稱，自

己過往十年於金融
經濟、貿易談判及
政治觸覺較強，故
建議新工作將與醫
療及教育相關。事
實上，醫療養老需
求不斷增加，集團
將國際及香港標準
帶入內地醫療服務，可配合市場需求。
新風天域首席執行官吳啟楠表示，集團

去年8月創立，目前醫療範疇的業務佔整

體生意七成，投資額約5億元人民幣至10
億元人民幣，料未來會繼續投資該項業
務。

■■譚志源譚志源（（右右））指指，，自己認同新風天域的理念與核自己認同新風天域的理念與核
心價值心價值。。旁為梁錦松旁為梁錦松。。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內地媒
體引述消息指，華為將與美國半導體廠商
Nvidia展開合作，在人工智能、機械學習
和深度學習方面共同構建公有雲 AI 平
台。

擬建雲服務提供商聯盟
該平台定位是，開發聯合行業解決方

案，建設公有雲AI引擎，向客戶提供革命
性的雲體驗，合作細節或在華為雲計算大會
上正式公佈。據外電報道，華為副董事長兼
輪值CEO郭平在公司會議上表示，華為期
望建立一個雲服務提供商聯盟，就如天合聯
盟等航空公司聯盟一樣；華為雲服務主要針

對政府客戶和大型企業。他指出，華為將把
5%的研發預算投入網絡安全。
華為近日就在德國柏林國際消費電子產

品展（IFA 2017）上發表首個AI流動運算
平台麒麟 970。該 AI 運算平台首次集成
NPU（Neural Network Processing Unit）專
用硬件處理單元，以HiAI流動計算為架
構，性能優於CPU和GPU。華為高級副總
裁、消費者業務部門CEO余承東稱，華為
的新款芯片麒麟970，為即將推出的旗艦機
型Mate 10和其他高級手機提供更快的處理
速度和更低的功耗，相信這將使其勝過蘋果
9月12日推出的iPhone 8以及三星今年發佈
的旗艦機。

譚志源投身梁錦松旗下新風天域

截至晚上8時半，上
演41日票房達55.79
億元人民幣。

9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