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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霆锋今年从第三位下跌一
级变第四袁 但他的吸金力有增无
减袁比去年赚得更多遥 今年拍了三
部电影共 4000万元渊约 3300万人
民币冤袁叶12 度锋味 2曳 添食酬劳
4000万元渊约 3300万人民币冤袁并
为真人秀 叶蜜蜂少女队曳 担任评
判尧代言广告达 10个尧商演兼时尚
活动共 15场袁收益合共 2亿元渊约
1.6亿人民币冤遥 但还未计谢霆锋

个人出野锋味曲奇冶及后期制作公
司的收益袁果然生财有道遥 此外袁
周润发力压郭富城排第五袁 第七
位的张家辉今年虽然减产袁 不过
野七料影帝冶片酬三级跳袁加上代
言和商演袁 共赚 9000 万元 渊约
7500万人民币冤遥同门师姐陈慧琳
今年开 9场演唱会袁还深得广告商
欢心袁再加不停商演袁今年陈慧琳
大丰收入得 8830万元渊约 7360万

人民币冤遥 另一天后容祖儿一向勤
力袁 今年依然保住在 10大吸金王
之内袁赚了 8500万元渊约 7100万
人民币冤遥 最后跻身第十位的陈奕
迅袁今年主力做巡回演唱会袁共唱
31场袁 再加广告和商演赚了 8300
万元渊约 7000万人民币冤遥 可见即
使面对内地艺人逐渐成为市场主
流袁香港艺人依然还有竞争力及叫
座力袁吸金能力并未减弱遥 渊欣朗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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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综合消息 近
日袁微博野明星那些事儿冶
曝光了一份浙江卫视跨年
演唱会节目单袁其中有一
个节目是范冰冰空降舞台
向李晨求婚遥 据悉袁范冰
冰和李晨确认加盟浙江跨
年演唱会袁其中一方是否
有求婚动作十分令网友关
注遥自从两人公布恋情后袁
经常大秀恩爱袁疑似好事
将近袁节目单还显示李晨
演唱叶对你爱不完曳袁似乎也是向范冰冰表白遥

此外跑男团在晚会中全部集结袁邓超孙俪一家四
口合唱叶超级英雄曳袁如果节目单为真袁这将是邓超一
家人首次公开出席在公共场合遥 浙江卫视工作人员回
应袁该节目单不是官方版本袁目前官方的节目单还没
有最终确认遥 (钟情)

章子怡孕照首曝光
据说野国际章冶因怀孕停工损失数千万

商报综合消息 据报道袁26号早上袁 有网友晒出在
美国偶遇章子怡和汪峰的照片袁 接近预产期的章子怡
孕肚十分明显遥 从照片来看袁章子怡身形明显变肿遥 肚
中有宝宝的她似不怕危险袁站在花圃护墙上袁而汪峰则
站在旁边守护尧与爱妻闲聊遥
据导袁有野国际章冶之称的章子怡吸金能力惊人袁自

从怀孕后工作量减少袁有传她推掉多个广告袁今年年初
接拍电影 叶从天儿降曳 及参与汪峰的MV后就全面停
工袁令收入从 2014年叶福布斯曳中国名人榜中以 5600万
元人民币排行第 5位的她袁2015年以 3100万元人民币
跌至第 21位袁收入缩水近 2500万元人民币遥 而近年频
密开巡回演唱会赚奶粉钱的汪峰袁 已飞抵美国陪爱妻
待产袁以他每场演唱会收入 200万计算袁估计也损失了
不少遥 渊王一冤

1年中拍了 14部电影袁13个广告代言

古天乐成香港娱乐圈最强吸金王

浙江卫视跨年晚会

范冰冰向李晨求婚？

商报综合消息 2015年快将结束袁 香港哪个艺人吸金力
最强钥 今年香港娱乐圈吸金王仍是古天乐天下袁 全年共拍了
14部电影袁13个广告代言袁再加品牌商演袁赚了超过 4亿港币
渊约 3.3亿人民币冤袁连续第 3年成为港星的吸金王遥 第二位是
Angelababy渊杨颖冤袁她凭叶奔跑吧兄弟曳在内地走红袁全年拍 10
部电影兼 15个广告袁还没计算她成立的投资公司袁今年身家
已进账 2.65亿元渊约 2.2亿人民币冤袁成为女星最强遥 而野宇宙
最强冶甄子丹凭叶叶问 3曳气势回升袁以及拍好莱坞电影袁今年
赚了 2.2亿港币渊约 1.8亿人民币冤成吸金王第 3位遥

1 帅哥有爱心私生活保密
古天乐第三年蝉联吸金王袁全

年拍 14部电影袁虽然产量多袁却没
有一部电影能令他夺得影帝之
名袁但也不至成为野烂片王冶遥 据业
内估计袁以今年计算袁古天乐全年

拍了 14部电影和 12个广告袁还有
约 15个品牌活动与商演袁 估算出
他全年收入超 4亿港币渊约 3.3亿
人民币冤遥

古天乐赚得多也乐于回馈社

会袁 私底下捐款建学校袁 已达到
65 间袁不但样子帅袁还十分有爱
心袁 可惜对私生活依然保密袁45
岁的他何时才肯如郭富城大胆公
开恋情钥

Angelababy事业爱情两得意
今年对 Angelababy来说是事

业爱情两得意袁 成为黄晓明太太
后袁事业更为当旺袁尤其拍了叶奔
跑吧兄弟曳 更受品牌与广告商宠
爱袁酬劳倍升袁这年内她一口气接

拍 10部电影袁平均片酬为 1000万
元渊约 830万人民币冤袁已赚了 1亿
元渊约 8300万人民币冤袁再加上有
15个广告代言袁同时接拍叶奔跑吧
兄弟曳尧电视剧叶大汉情缘之云中

歌曳袁出席了 3场跨年演出袁再加品
牌商演 25场袁合共收入达 2.65亿
元渊约 2.2亿人民币冤袁还没计算她
个人于今年成立创投基金的投资
与收益袁成为女星中最强遥

3 谢霆锋吸金力有增无减

商报讯 渊记者 臧会彬 通讯员 于舒
迪冤 12月 26日晚袁野2016海航集团 MTV
光荣梦想演唱会冶 在海口市海航文化广
场精彩上演袁来自海南省委省政府尧海口
市政府尧海航集团等单位及环卫工人尧协
警队伍等社会各界朋友袁 总计约 10000
名观众共同观看了演出遥

本次演唱会汇聚超强明星阵容袁吴
克群尧黄小琥尧萧煌奇尧杨丞琳尧苏醒尧王
啸坤尧李佳薇袁呼斯楞等艺人齐聚海口遥吴
克群演唱叶将军令曳尧黄小琥带来叶没那么
简单曳尧萧煌奇献上叶你是我的眼曳袁叶中国
好歌曲曳亚军尧海南黎族姑娘苏运莹也演
唱了叶野子曳袁从嘻哈到抒情袁从摇滚到情
歌袁多首劲歌金曲陪伴观众喜迎新年遥 张
靓颖尧罗志祥尧蔡健雅等艺人虽未到场袁也
以视频的形式献上对海航和本场演唱会
的祝福遥

现场星光璀璨袁高潮迭起袁海航集团
董事局主席陈峰说袁野2015年海航取得了
骄人业绩袁步入世界 500强企业袁是海南
的骄傲遥海航生长在海南这片热土袁把为
海南做事作为我们应尽的义务遥 海航取
得的成就源于伟大的时代袁 源于海南省
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袁 源于海南
人民对我们的信赖遥让爱心流动袁让梦想
发生袁今天的光荣梦想演唱会袁凝聚着海
航的正能量袁 为海南带来新的梦想的力
量遥 冶

作为海航集团体现企业社会责任袁
感恩回馈社会的重要公益平台袁 海南省
慈航公益基金会在演唱会上宣布袁 将分
别向海口市环卫局尧 海口市交警支队协
警捐赠 100万元人民币袁 向这些辛勤工
作尧为美丽海口积极奉献的野马路天使冶
要要要环卫工人和协警群体致敬袁 专项用
于其在遇到重大疾病尧 自然灾害或意外
事故时的救助遥 演唱会现场有超过 500
张门票赠送给了环卫工人和协警袁 让他
们能够来到现场尧观看演出遥

本次演唱会由 MTV中文频道联合
呈现袁演唱会精彩版将在MTV中文频道

和芒果 TV播出遥 其中精彩花絮片段将
通过MTV中文频道王牌节目 叶天籁村曳
及其覆盖全国的 27家省市级电视台播
出袁 让更多的观众欣赏到当日的精彩演
出遥
海航集团支持海南文化事业发展由

来已久遥 早在 2007年袁海航集团就将野同
一首歌冶大型晚会带进海南袁为海南省建
省办特区 2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遥 2010
年底首届海南迎新艺术节在海口举办袁
而后延续至今成为迎新演唱会遥

海航集团 2016 迎新演唱会是海航
集团 2016年迎新系列活动之一遥

海航集团 2016迎新演唱会海口举行

超强明星阵容祝福海南

商报讯 渊记者 臧会彬 通讯员
于舒迪冤 12月 27日袁野2016海航环
球接力公益跑冶 海口站活动在海航
文化广场顺利开跑遥 现场有超过
5000人到场参与活动遥 开跑前袁约
4000名挑战者进行了跑前运动袁以
3476 人的有效成绩打破了此前由
3277人在英国柴郡同时做热身操而
保持的 野最多人随录像一起做健身
操冶吉尼斯世界纪录冶遥
经过激烈角逐袁男子尧女子竞技

赛前十名均已产生袁 优胜者分享了
由海航地产窑海航豪庭提供的价值 8

万元的购房劵等丰厚奖品和现金奖
励遥 现场还设置了最具活力团队
奖尧 最具魅力家庭奖等多个趣味类
奖项遥

据了解袁 海口站的有效跑步距
离将按 1:1的比例兑换为爱心里程袁
由海航集团捐赠对应的爱心里程并
全部兑换为公益机票袁帮助野海航送
爱回家冶 公益活动的贫困学子春节
回家团圆遥 本次活动募集的赞助款
在剔除活动成本后全部用于公益事
业遥此外袁海航集团联合腾讯公益发
起线上捐赠遥

海航环球接力公益跑海口站完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