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45）

二零零六年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布
主席報告書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中期業績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審閱。

中期業績
本集團營業額及股東應佔虧損分別為207,996,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44,252,000港元）及
21,139,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0,390,000港元）。每股基本虧損為5.12港仙（二零零五年：
2.51港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考慮到二零零六年上半年錄得虧損及未來業務的發展需要，不建議派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業務回顧
本集團五枚衛星—亞太V號、亞太VI號、亞太 IIR號、亞太 I號及亞太 IA衛星，連同其它地面
測控、追蹤及指揮系統在期內運作正常。亞太VI號衛星於二零零五年六月開通使用，進一
步增強本集團在市場競爭的優勢。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亞太V號及亞太VI號衛星
的使用率分別為69.9%及40.4%。

亞太VI號衛星
亞太VI號衛星是一枚高功率衛星，備有38個C頻段及12個Ku頻段轉發器，定點於東經134
度同步軌道位置。該衛星提供了高功率的覆蓋區，其C頻段涵蓋中國、印度、東南亞、澳
洲、南太平洋群島、關島及夏威夷，而其Ku頻段專注於中國市場。由於中央電視台及其他
中國廣播商作為客戶的關係，它具備有很強的鄰居效應，並將成為亞太地區最受歡迎的多
種語言、多元文化的衛星平台之一。

亞太V號衛星
亞太V號衛星於東經138度地球同步軌道營運。亞太V號衛星是一枚高功率衛星，備有38個
C頻段及16個Ku頻段轉發器，該枚衛星的C頻段覆蓋中國、印度、東南亞、澳洲、紐西蘭、
南太平洋群島、關島及夏威夷；其Ku頻段覆蓋中國大陸、印度、台灣、香港及韓國。此
外，亞太V號衛星支持各種轉發器服務包括直播衛星電視、互聯網及超小口徑數據終端多
種業務，而且能連接美國與亞洲城市。

亞太V號衛星及亞太VI號衛星之投入使用，為客戶提供最先進及周致的衛星通訊及廣播服
務，從而增強本集團的市場競爭能力。

與Intelsat組成市場及銷售戰略聯盟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日 Intelsat Limited（「國際衛星」）與本集團附屬公司亞太通信衛星有
限公司（「亞太通信」）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結合雙方衛星隊伍共同拓展業務，同時推銷對方
的衛星容量和地面資源，以及共同提供廣播及電訊服務予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區市場。

此次的戰略合作有助國際衛星，透過亞太V號衛星和亞太VI號衛星覆蓋亞太區市場。而亞
太通信亦可透過國際衛星，享用國際衛星通訊容量。作為戰略聯盟協議的一部份，雙方亦
同意探討開拓亞太區市場（包括中國）的其他方案如 IPTV、上行服務。

組成此次的戰略聯盟將大大強化亞太衛星的市場領域。對亞太衛星而言，是次聯盟可為客
戶提供更多和更廣泛的服務。

衛星電視廣播及上行服務
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亞太衛視發展有限公司（「亞太衛視」）提供衛星電視上行及廣播
服務。憑藉衛星電視上下行牌照成功建立衛星電視平台。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亞
太衛視為區內廣播商提供之衛星電視頻道上行及廣播服務已達64個，與二零零五年底相比，
增長約21%。

衛星電訊服務
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亞太電訊服務有限公司（「亞太服務」），按香港固定傳送者牌照提
供衛星對外電訊服務予地區內電訊營運商。亞太服務會繼續向香港及亞洲區電訊客戶包括
衛星營運商、電訊營運商、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及話音批發商，提供VSAT（超小口徑數據終
端服務）、話音批發服務、設施管理服務、以及Teleport Uplink Services（衛星地面站上下
行服務）。

廣播及上行服務與電訊服務均有助於透過提供「一站式」服務及擴充客戶群，從而增強本集
團競爭力。

業務展望
鑑於亞太地區包括中國經濟增長，二零零六年的轉發器需求將持續增長。預期新增客戶及
轉發器服務的使用率、電訊服務及廣播服務亦將穩步增長。但是，由於供過於求而導致市
場競爭及價格壓力仍需關注。本集團預期在二零零六年下半年亞太V號衛星及亞太VI號衛
星使用率將持續增加及市場份額得以進一步擴展。

財務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財務狀況仍然穩健，負債比率（總負債／總資產）約為
42%，資金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1.66倍。本集團總權益為2,038,566,000港
元。本集團持有可動用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 227,569,000港元，已抵押銀行存款為
60,396,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資本性開支約為2,453,000港元。有
關亞太 IIR衛星稅務爭議之最新發展，請參考本公布附註9(iii）。

企業管治
本集團將積極維持高標準之企業管治特別是內部控制及遵守法規方面。

總結
縱使本地區市場競爭將仍然激烈及轉發器仍供過於求，本集團預期亞太V號衛星及亞太VI
號衛星將繼續提升本集團的市場競爭，從而改善本集團未來幾年的財務業績。

致謝
本人藉此機會對關心和支持本集團之客戶、朋友表示感謝，並向本集團各員工衷心致意，
感謝其對本集團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

劉紀原
主席

中國深圳，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一日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為207,996,000港元，較二零
零五年同期增長了44％。主要原因是增加了一些新的亞太VI號衛星容量使用合同。本集團
之服務成本為167,497,000港元，比二零零五年同期增加了38%。主要是自亞太VI號衛星于
二零零五年六月七日投入使用後，相應增加了亞太VI號衛星的折舊費用及在軌保險費用。
財務成本為31,055,000港元，較二零零五年同期增加了22,426,000港元，增加主要原因是
亞太VI號衛星投入使用，相關之利息自投入使用後不再資本化。其他淨收入較之二零零五
年同期減少13,716,000港元為9,074,000港元，減少主要是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收取
了一筆因延遲運送亞太VI號衛星引致之一次性的補償收入。據以上所述，截至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除稅後虧損為21,782,000港元，較二零零五年同期增加
虧損10,919,000港元。

資本開支、資金流動性、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率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集團主要資本開支為2,453,000港元，主要用于電訊設備採購。於二零
零六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持有可動用現金約227,569,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26,440,000港元）及有抵押存款60,396,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8,699,000
港元）。該等款項連同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集團是可以應付未來債務還款。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負債為1,486,827,000港元，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減少65,910,000港元，主要是因為上半年本集團就衛星項目的銀行貸款按還款期已
償還了部份銀行貸款，因以上還款，資產負債比率（總負債／總資產）降至42%，較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1%。有抵押銀行貸款是以美元結算及以浮息作基準。於二零零
六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除貸款手續費外）到期償還概況如下：

償還年期 港元

一年內償還或按通知 129,285,000
一年後但五年內 937,755,000

資本結構
本集團繼續維持審慎理財原則及維持穩健匯率與利率風險原則。期內，本集團並無就匯率
波動風險進行對沖安排，此乃由於大部份業務交易均以美元結算。有抵押銀行貸款利率按
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息差計算。本集團將會考慮浮息貸款的利率波動風險，並在適當機會
就利率波動風險採取對沖安排。

重要投資，重大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仍然擁有亞太衛星電訊有限公司（「亞太電訊」）55%權
益。亞太電訊經營物業出租及相關設備管理服務。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應佔共同控制企業虧損為445,000港元。

分類資料
集團營業額按業務及地區分類信息之分析，已披露於本公佈附註3。

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
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的收入增加48%至189,848,000港元，其
分類溢利為36,56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66%，主要是去年同期亞太VI號衛星只錄得
1個月的收入，自亞太VI號衛星投入使用後，增加了一些新的衛星容量使用合同致使收入
及利潤增加。

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
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的收入增加56%至27,434,000港元，其分類溢利
增加至3,887,000港元。主要是反映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新增了一些VSAT（超小口徑數據終端）
服務客戶致使收入增加。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將為數約60,396,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68,699,000港元）的銀行存款及帳面總值約2,655,352,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2,752,162,000港元）之亞太V號衛星、亞太VI號衛星之資產及其它設備合約，連同其
在軌保險索償、所有現有及未來轉發器容量合同及關於其它設備合約之終止賠償金作為銀
行貸款的抵押品。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總貸款餘額為 1,067,040,000港元
（136,800,000美元）。

此外，其他若干銀行融資乃以本集團賬面淨值為數約4,17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4,771,000港元）的物業作為抵押。

資本承諾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本承諾總額為76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290,000港元），主要是已簽訂合約但尚未於本集團財務報表作出撥備之設備採購。

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或然負債詳載於本公佈附註9。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人數為159名（二零零五年：166名）。就薪酬政策
而言，本集團按各僱員各自之職責及市場趨勢付薪。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本公司首
次根據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之購股權計劃（「2001計劃」）
向其僱員（包括執行董事）授出購股權。為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之規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一
項新購股權計劃（「2002計劃」）。本集團亦已設立激勵員工計劃，藉以進一步鼓勵僱員對
本集團作出更大的貢獻。

本集團提供在職培訓以增進及提升與僱員工作範疇有關的知識。

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3 207,996 144,252
服務成本 (167,497) (121,045)

毛利 40,499 23,207
其他淨收入 9,074 22,790
重估投資物業之溢利 78 －
行政開支 (35,358) (37,031)

經營溢利 3 14,293 8,966
財務成本 4 (31,055) (8,629)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 (445) (2,909)

除稅前虧損 4 (17,207) (2,572)
稅項 5 (4,575) (8,291)

除稅後虧損 (21,782) (10,863)

應佔：
本公司股東 (21,139) (10,390)
少數股東權益 (643) (473)

除稅後虧損 (21,782) (10,863)

每股虧損 6

－基本 (5.12仙) (2.51仙)

－攤薄 (5.12仙) (2.51仙)

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85,553 2,999,402
租賃土地作自用之權益 15,382 15,570
投資物業 2,418 2,340
於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1,796 2,241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之款項 71,439 67,476
會所會籍 5,537 5,537
預付費用 30,667 32,227
遞延稅項資產 9,392 3,609

3,022,184 3,128,402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 7 88,340 49,73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24,204 35,918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之款項 2,700 5,1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60,396 68,69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7,569 326,440

503,209 485,887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47,332 51,593
已收預繳租金 30,204 31,414
少數股東之貸款 7,488 7,488
一年內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8 126,591 117,757
本年稅項 91,770 89,186

303,385 297,438

流動資產淨值 199,824 188,44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22,008 3,316,851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8 932,589 1,000,302
已收按金 17,440 15,986
遞延收入 233,413 239,011

1,183,442 1,255,299

資產淨值 2,038,566 2,061,55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1,327 41,327
股份溢價 1,287,536 1,287,536
繳入盈餘 511,000 511,000
資本儲備 10,635 11,996
匯兌儲備 143 1,347
其他儲備 104 104
累計溢利 185,537 205,315

2,036,282 2,058,625

少數股東權益 2,284 2,927

總權益 2,038,566 2,061,552

附註：
（除另外顯示外概以港元列示）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當披露規定，包括遵照由
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而編製。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一日獲授權發佈。

管理層在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規定的中期財務報告時所作的判斷、估計和假設，
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和按目前情況為基準計算的經匯報資產與負債、收入和支出的金額。
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金額有異。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與經甄別的附註。此等附註載有多項事件與交易之說
明，此等說明對了解本集團自刊發二零零五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財務狀況之變動與表現實為
重要。上述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全份財務報
表之所需資料。

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核數
準則第700號審閱中期財務報告之委聘進行審閱。

本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有關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
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查閱。核數師於其在二零零六年四月十
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出之報告發表不保留意見。

2. 主要會計政策
中期財務報告按照二零零五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編製。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多項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香港會計
準則》及詮釋），這些準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或可供提早採
用。根據所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確定預期會在編製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時採用的會計政策，並認為這些會計政策不會對本集團以前年度的財
務狀況和營運結果產生重大影響。

於編製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時生效或可自願提早採用的新增或修
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能會受到香港會計師公會在中期財務報表發出後公佈的詮釋或其
他變更所影響。因此，本集團編製二零零六年年度財務報表時將會採用的會計政策未能於中
期財務報表發出時明確地確定。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議期間尚末生效的新準則。

3. 分類報告
分類資料按本集團之業務及地區劃分。基本報告格式為按業務資料劃分，因比較合適本集團
之內部財務報告方法。

分類間之價格與第三者客戶所訂之條款相近。

業務分類
本集團主要有兩大業務，分別為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和提供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

提供衛星轉 提供衛星廣播及
發器容量及相關業務 電訊服務 分類間之抵銷 合併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對外客戶之營業額 181,077 126,816 26,871 17,302 － － 207,948 144,118
分類間之營業額 8,771 1,287 563 311 (9,334) (1,598) － －

總計 189,848 128,103 27,434 17,613 (9,334) (1,598) 207,948 144,118

服務收入 48 134

207,996 144,252

分類結果 36,566 21,964 3,887 740 (2) 369 40,451 23,073
服務收入 48 134
未分配之其他淨收入 9,152 22,790
未分配之行政支出
－  員工支出 (21,333) (18,602)
－  辦公室費用 (14,025) (18,429)

經營溢利 14,293 8,966
財務成本 (31,055) (8,629)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 (445) (2,909)

除稅前虧損 (17,207) (2,572)
稅項 (4,575) (8,291)

除稅後虧損 (21,782) (10,863)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營運資產主要包括已用於或將用於傳輸至不同國家但不是位於特定地區之衛星，所
以不能按地區分析資產賬面值。
在提供地區分類信息時，分類收入按客戶所在地區分析。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新加坡 印尼 其他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對外客戶之營業額 23,890 18,009 114,564 90,071 18,187 14,805 22,477 7,923 28,878 13,444

4.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元 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貸款之利息 29,589 17,703
其他借貸成本 1,466 688
減：借貸成本資本化 － (9,762)

31,055 8,629

折舊及攤銷 116,438 80,35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致溢利 (92) (46)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元 千元

本年度稅項－海外 10,358 7,750
遞延稅項 (5,783) 541

4,575 8,291

稅項乃按有關國家適用之現行稅率計算。

由於本公司年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財務報表中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海外稅項包
括已付或應付有關本集團在香港以外地區向客戶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而產生的預提稅
項。

6.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21,139,000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10,390,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13,265,000股（二零零五年六
月三十日：413,265,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因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零五年同期間內，並無具攤薄影響之潛在普通
股存在，所以每股攤薄虧損跟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7.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之信貸期平均為10日。以下為於結算日按賬齡分析之應收貿易賬款
（已扣除特定呆賬撥備）：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0－30日 43,957 27,603
31－60日 10,087 8,208
61－90日 7,658 6,141
91－120日 4,064 2,129
超過121日 22,574 5,649

88,340 49,730

8. 有抵押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已抵押之資產為衛星約2,655,352,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 2,752,162,000元）及銀行存款約 60,396,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8,699,000元）。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銀行貸款 1,059,180 1,118,059
減：一年內到期並列為流動負債之款項 (126,591) (117,757)

一年後到期款額 932,589 1,000,302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之還款期如下：
一年內或按通知 126,591 117,757
一年後但五年內 932,589 902,118
五年後 － 98,184

1,059,180 1,118,059

9. 或然負債
(i) 於一九九九年以前之年度，本集團來自海外之轉發器使用收入無須繳付海外稅項。自一

九九九年起，本集團若干轉發器使用收入須要繳付海外稅項，而自一九九九年起，該等
稅項已於財務報表中作出全額撥備。本公司董事認為新稅務條例應於一九九九年生效，
因此毋須就一九九九年以前之年度之海外稅項作出撥備。本集團於一九九八年及以前之
海外稅項，並無於財務報表中作出撥備，該稅項總額約為75,864,000元，此金額按過去
年度賺得之有關轉發器使用收入及適用稅率計算。

(ii) 本公司已就銀行向其附屬公司授予之有抵押定期貸款作出擔保。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
日，附屬公司已動用之融資金額為1,067,04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27,295,000元）。

(iii) 本公司之一間附屬公司與香港稅務局（「稅務局」）現時仍然就1999/2000及2000/2001課
稅年度之香港利得稅申報仍在爭議中。該附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因將亞太 IIR衛星之所有
業務及絕大部份衛星轉發器轉讓而取得確認收益389,744,000元。該附屬公司於1999/
2000年度利得稅申報該項收益為非課稅資本性收益。於二零零三年稅務局提出將所收取
之款項列作該附屬公司之應課稅收入處理，且相應享有亞太 IIR衛星法定折舊免稅額之權
利。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稅務局發出2000/2001課稅年度的評稅通知，計入就
出售該衛星在2000/2001年收取之款項為應課稅收入。2000/2001課稅年度之繳納稅項為
212,846,000元。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該附屬公司已就稅務局之評稅提出反對，並指有關金額過高。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該附屬公司接獲稅務局發出之通知，確認整項稅項爭議將
暫緩處理，條件為該附屬公司須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之前購入78,385,000元之儲稅
券，而餘額134,461,000元將無條件暫緩繳納。已購入儲稅券的暫緩稅項如在最終審議
後認為是應繳納的話，相當於儲稅券價值的款項會用於繳納稅款。未用作扣除應繳稅款
之儲稅券餘額將會連同自購入日起計至最終審議日之利息一併退回給該附屬公司。為乎
合暫緩繳納稅項之條件，該附屬公司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購入78,385,000元之儲
稅券。

基於以上所提到的通知，本公司已取得外方法律及稅務意見，而本公司繼續相信具備合
理之理據來支持申辯該交易收益應視作非課稅項目處理。因此，毋須作出額外稅項撥備。

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發表公布後，經參考稅務顧問之意見，本公司相信在可行情況
下，盡快解決有關爭議以避免額外時間、資源及專業費用，符合本公司之最佳利益。該
附屬公司已透過本身之稅務顧問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向稅務局提交一份解決方案，
旨在就課稅評定之有關爭議提出和解建議。該項解決方案現時未能確定會否被稅務局接
納。倘解決方案被稅務局接納，本公司相信將會對現金流量有正面影響。

在解決方案內，有關轉讓性質為出售資本性資產之見解仍然維持不變，但為著解決爭議
起見，附屬公司建議把銷售亞太IIR衛星所得款額2,114,758,000港元（約272,872,000美元）
當作租賃收入，按亞太 IIR衛星剩餘使用壽命直至二零一二／二零一三年課稅年度止整個
期間計算課稅。另外，本公司已提出將亞太 IIR衛星法定折舊免稅額及一切有關交易支出
作扣減。如該方案被接納，本公司將會確認額外稅務費用約為21,200,000元。

(iv)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在軌衛星保險責任並未有全面覆蓋。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在軌衛星之賬面總淨值為2,757,569,000元。

購回、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
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下列守則條文除外：

A4.1: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的委聘是無特定任期，是由於他們均須每三年輪值退任，惟根
據本公司之細則董事會主席及總裁則除外；及

A4.2: 董事會主席及總裁毋須輪值退任，是由於此舉有助本公司貫徹所作出決定的一致
性。

審核委員會
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會議上，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與
慣例，以及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並討論審核
與內部監控事宜。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阮北耀先生、宦國蒼博士
及呂敬文博士。

中期報告
本公司二零零六年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的資料，將在適當的時候於聯交所
及本公司之網頁刊登（本公司網址為：www.apstar.com)。

展望陳述
本公布載有若干展望陳述，而在該等陳述中以「相信」、「預期」、「計劃」及類似之詞語顯
示。該展望陳述涉及內在風險及不明朗因素，而實際結果與該等詞語所顯示或暗示者可能
有重大差異。有鑑於該等不明朗及風險因素，在本公司最近向美國證券及交易委員會（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存檔的表格20-F與提交的表格6-K中已列出該等
不明朗及風險因素。

於本公布刊發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倪翼丰及童旭東

非執行董事：
劉紀原（主席）、張海南（副主席）、林暾、尹衍樑、何筱宏、吳真木、曾達夢（尹衍樑之替
任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阮北耀、宦國蒼及呂敬文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