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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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
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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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二零零九年度業績公布

主席報告書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年度經審核業績。

業績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年度，本集團營業額為578,115,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403,672,000港元），增長43% ；股東應佔溢利為254,084,000港元（二
零零八年：49,587,000港元），增長412%。每股基本溢利為61.48港仙（二零零八年：
12.00港仙），增長412%。

股息

董事會考慮到發展亞太7號衛星以取代亞太2R衛星的需要，不建議派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末期股息（二零零八年：無）。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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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零九年，亞太衛星系統維持較高使用率，本集團核心業務與二零零八年相比得
到快速提升。本集團之在軌衛星，連同其地面測控、跟蹤及指揮系統在年內運行正
常。正如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公佈亞太5號衛星上兩個較高頻信標發射機之一出現
異常，此異常不會影響衛星的正常操作和運行。期內本集團先後完成終止亞太2R

衛星1999年租賃合同及簽訂亞太7號衛星採購合同和發射服務合同，對本集團業務
增長及發展有重大推動作用。

亞太5號衛星

亞太5號衛星於二零零四年八月開始商務營運，載有38個C頻段及16個Ku頻段轉
發器，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該衛星上的轉發器的使用率達
80.5%。

亞太6號衛星

亞太6號衛星於二零零五年六月開始商務營運，載有38個C頻段及12個Ku頻段轉發
器，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衛星的使用率達70.8%。

亞太2R衛星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亞太通信衛星有限公司（「亞太通信」）（本公司全資附屬公
司）與Telesat Canada及Telesat Asia Pacific Satellite (HK) Limited（合稱Telesat）就亞太
2R衛星的1999年租賃協議的終止達成協議。該交易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完成，
Telesat在亞太2R衛星上43個轉發器的租賃權益終止，亞太2R衛星上相關客戶合同
亦轉給亞太通信。

亞太2R衛星是以FS1300衛星平臺建造，於一九九七年十月發射，載有28個C頻段轉
發器及16個Ku頻段轉發器，C頻段轉發器覆蓋歐洲、亞洲、非洲及澳洲，佔全球約
75%人口，而Ku頻段轉發器主要覆蓋中國及周邊國家和地區。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該衛星的使用率達87.4%。

亞太7號衛星

亞太7號衛星是將於二零一二年末退役的亞太2R衛星的接替衛星。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二十九日，亞太通信與Thales Alenia Space France簽訂衛星採購合同（「採購合
同」），以製造及交付亞太7號衛星，該衛星為一個Spacebus 4000 C2型平臺，載有28

個C頻段及28個Ku頻段之高功率地球同步通訊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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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八日，亞太通信與中國長城工業總公司簽署，在位於中國四
川省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以長征三號乙改進型運載火箭提供亞太7號衛星發射及相關
服務的發射服務合同（「發射服務合同」）。

亞太7號衛星採購合同及發射服務合同執行過程順利。

衛星電視廣播及上行服務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亞太衛視發展有限公司（「亞太衛視」），憑藉衛星電視上下
行牌照提供衛星電視上下行及廣播服務，成功建立衛星電視平臺。於二零一零年
二月二十七日，香港廣播事務管理局頒予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為期12年，並接
受亞太衛視退還衛星電視上下行牌照。本集團廣播服務將按新頒發之非本地電視
節目服務牌照進行。

衛星電訊服務及設施服務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亞太電訊服務有限公司，按照香港固定傳送牌照予區內電
訊運營商或使用者包括衛星運營商及互聯網服務商提供衛星對外電訊服務，包括
VSAT（超小口徑終端服務）、設施管理服務及衛星通訊上下行服務。此外，亞太通
信還與一家國際資訊科技企業合作為使用者提供先進設施管理服務予一家國際知
名航空公司十二年。

業務展望

環球經濟仍未完全復蘇，區內衛星轉發器供求存在著不明朗因素。預計二零一零
年，衛星轉發器市場競爭將仍然激烈。本集團取回亞太2R衛星後之營業額將有一
定幅度的增長，且亞太7號衛星及其發射服務專案的順利實施將為本集團的未來快
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財務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財務狀況仍然穩健，負債比率（總負債╱總
資產）為27%（二零零八年：20%)，資金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0.97倍
（二零零八年：1.71倍）。本集團總權益為2,289,157,000港元，持有可動用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為275,930,000港元及有抵押銀行存款約8,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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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年內完成其美國預託證券從紐約證券交易所下市，並終止其在美國證券及
交易委員會之登記以及披露責任。本集團未來將繼續維持嚴格和高標準之企業管
治準則，特別是內部控制及遵守法規。請參閱二零零九年年報所載之企業管治報
告。

財務回顧

閣下在閱讀下述討論及分析集團的財務狀況時，請一併參考在本業績報告中本集
團的財務摘要及其附註。

摘要：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千港元

營業額 578,115 403,672 +43%

毛利 256,066 126,091 +103%

除稅後溢利 254,084 49,500 +413%

股東應佔溢利 254,084 49,587 +412%

每股基本溢利（港仙） 61.48仙 12.00仙 +49.48仙

總資產 3,118,579 2,546,283 +22%

總負債 829,422 505,718 +64%

資產負債比率(%)  27% 20% +7%

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錄得收入及除稅後溢利分別為578,115,000港元及254,084,000

港元。與去年比較，收入及股東應佔溢利上升43%及412%，純利增加主要來自下列
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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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轉發器容量服務及相關服務

截止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衛星轉發器容量服務及相關服務收入較去年
的385,391,000港元上升了45%至557,749,000港元。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二零零九年
七月九日，本集團完成了終止1999租賃協議及附屬協議，若干亞太2R衛星服務合
同轉移到本集團，有關終止租賃協議之詳情刊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及二零零九
年七月九日刊發之公告及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刊發之通函。此外，亞太5號
及6號衛星收入亦有增加。

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收入較去年收入18,153,000

港元，稍為上升至18,388,000港元。收入增加主要是VSAT（超小口徑終端機）服務需
求的增加。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成本減少80%至4,868,000港元。減少主要
原因是就有關亞太5號及亞太6號衛星之貸款，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產生了
24,844,000港元財務成本，本集團已在二零零八年內全數清還上述貸款。截至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提取新的銀行信貸為30,000,000美元（約234,000,000

港元），而其中的3,000,000美元已於年底前歸還。本年度新的銀行貸款之利息為
2,466,000港元。

其他淨收入

其他淨收入主要包括轉讓亞太5號衛星轉發器而取得30,149,000港元收益。此外，截
止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利息收入為1,419,000港元，較去年減少10,014,000

港元，減少主要原因是年內之平均存款金額及存款利率下降。

出售一所附屬公司溢利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日，本集團出售在北京亞太東方通信網路有限公司之所有權
益，因此，本集團獲得盈利3,193,000港元。於年內並沒有出售任何附屬公司。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及出售共同控制企業溢利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日，本集團出售在亞太衛星電訊有限公司（「亞太電訊」）之所
有權益，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反映應佔亞太電訊業績及出售亞太電訊
溢利分別為2,397,000港元及9,59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並沒有出售任何共同控制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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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盤一所附屬公司溢利

於年內，中國衛賽特（香港）衛星網絡有限公司（「中國衛賽特」）（本公司的一所附屬
公司）進行自願清盤及獲得溢利6,146,000港元。

稅項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稅項抵免為42,180,000港元，主要原因是由
於訂立有關亞太2R衛星的租賃協議之終止協議而產生，導致確認遞延稅項抵免，
有關本集團之稅項詳載於本業績公告附註9。

資本開支、資金流動性、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率

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之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的資本開支為789,013,000港元（二零
零八年：7,457,000港元）。增加主要是購買亞太2R衛星之代價為538,564,000港元、
建造亞太7號衛星之進度付款為243,553,000港元及新增設備的開支金額為6,896,000

港元。

年內，本集團與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簽署了一份本金為50,000,000美元的銀行
信貸（「信貸」）。而該信貸是用於本集團有關終止租賃協議及本集團的營運資本要
求。該信貸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本集團之若干物業、轉讓有關亞太2R衛星及5號
衛星之服務合約所得收入、亞太2R衛星之保險索償所得及抵押銀行帳戶，此帳戶
用作收取由亞太2R衛星提供服務的客戶押金及付款。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提取信貸中的30,000,000美元（約234,000,000港
元）及其中3,000,000美元（約23,400,000港元）已根據信貸內之還款日程還款。於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貸款餘額為209,731,000港元。本集團債務（含未攤銷財
務成本列賬）到期償還概況如下：

償還年期
 港元

一年內償還或按通知 69,690,000

一年後但五年內償還 140,041,000
 

 209,7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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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負債為829,422,000港元，較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323,704,000港元，主要原因是上述有抵押銀行信貸所致。因
此，資產負債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增加至27%，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增加7%。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淨現金流入154,389,000港元（二零
零八年：淨現金支出192,906,000港元），此淨現金流入包括經營活動淨現金流入
421,337,000港元及資本活動中的淨現金流入206,542,000港元，但被投資活動淨現金
支出473,490,000港元所淡化。

經營活動淨現金流入較去年增加之主要原因為亞太2R、5號及6號衛星之營業額增
加。投資活動淨現金支出主要包括支付建造亞太7號衛星之進度款項及購買亞太2R

衛星之款項。資本活動中的淨現金流入主要包括新增的銀行貸款232,830,000港元。

截止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持有可動用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
275,930,000港元及有抵押存款8,300,000港元。該等款項連同業務經常性現金流量，
本集團是足以應付未來債務還款。

資本結構

本集團維持保守的資金管理制度。國際金融危機中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沒有重大
影響。本集團穩健的資本結構、雄厚的財務實力為未來持續發展奠定穩固基礎。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收入主要為美元及人民幣，本集團的衛星保險費及應收款及大部份資本
開支都以美元及歐羅計值，其餘支出都以港元計值。由於美元與港元掛鈎，因此美
元的匯率波動會對本集團營運影響較少。過去數年，人民幣處於上升趨勢，直至二
零零八年下半年漸趨平穩，管理層認為人民幣匯率於未來一年不會對本集團構成
重大不利之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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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本集團簽署了衛星採購合同及其合同價格約為歐羅128,500,000。為了支付
未來之進度款項，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歐羅12,817,000現金結
餘。本集團現沒有任何為外匯風險作出對沖的行動。但本集團會維持穩健原則而
監管外匯，在合適情况下，遠期外匯將會用作對沖因營運及資本支出所產生之外
匯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有抵押銀行存款8,300,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808,000港元）作為年內之商業安排及銀行信貸。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為數約4,305,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4,422,000港元）的物業作為本集團銀行融資的抵押。

資本承諾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本承諾總額為1,189,481,000港元（二零零
八年：534,000港元），主要是已簽訂合約但尚未於本集團財務報表作出計提之建造
衛星進度款項。

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或然負債詳情載於本業績公布附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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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列示）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4 578,115 403,672
服務成本  (322,049) (277,581)
   

毛利  256,066 126,091

其他淨收入 5 35,535 68,871
行政開支  (80,680) (84,838)
重估投資物業之虧損  (295) (12)
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6 – (8,397)
   

經營溢利  210,626 101,715
財務成本 7 (4,868) (24,844)
清盤一所附屬公司溢利 10 6,146 –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  – 2,397
出售一所附屬公司溢利  – 3,193
出售共同控制企業溢利  – 9,590
   

除稅前溢利 8 211,904 92,051
稅項抵免╱（費用） 9 42,180 (42,551)
   

年度溢利  254,084 49,500
   

應佔：
 本公司股東  254,084 49,587
 少數股東權益  – (87)
   

年度溢利  254,084 49,500
   

每股溢利 11
 －基本  61.48仙 12.00仙
   

 －攤薄  61.48仙 12.0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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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列示）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年度溢利 254,084 49,500

本年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及分類調整後）：
 匯兌差異之換算：
  －境外企業的財務報表 (5,492) 3,205

 其他 – 8
  

本年總全面收益 248,592 52,713
  

應佔：
 本公司股東 248,592 52,800

 少數股東權益 – (87)
  

本年總全面收益 248,592 5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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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列示）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21,953 2,183,468

 租賃土地作自用之權益  14,068 14,444

 投資物業  4,864 5,159

 無形資產 12 133,585 –

 會所會籍  5,537 5,537

 預付費用  25,547 19,023
   

  2,705,554 2,227,631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淨） 13 116,846 67,14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1,730 26,728

 應收直屬母公司之款項  219 155

 其他金融資產 14 – 102,277

 已抵押銀行存款  8,300 80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5,930 121,541
   

  413,025 318,652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15 198,859 41,335

 已收預繳租金  59,411 40,608

 少數股東之貸款  – 6,088

 一年內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69,690 –

 本年稅項  96,997 98,242
   

  424,957 186,273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11,932) 132,37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轉結  2,693,622 2,36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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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列示）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承前  2,693,622 2,360,010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140,041 –

 已收按金  36,247 23,093

 遞延收入  195,550 209,370

 遞延稅項負債  32,627 86,982
   

  404,465 319,445
   

資產淨值  2,289,157 2,04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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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7 9,330

 重估儲備  368 368

 匯兌儲備  1,720 7,212

 其他儲備  212 123

 累計溢利  437,777 183,669
   

總權益  2,289,157 2,04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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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列示）

附註：

1 合規聲明
本財務報表已經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所有適用之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和詮釋）而編製。而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所有適用
之香港財務報表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是一致
的，因此本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規定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撰，並
且該財務報表也符合香港公司條例的規定。此外，本財務報表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2 編撰財務報表之準則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
集團」）。

財務報表乃以過往成本基準為編撰基準，惟按公平價值列賬之投資物業除外。

編撰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就影響政策應用及資
產、負債、收入與開支之報告數額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估計及有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
及相信在具體情況下屬合理之多項其他因素而作出，其結果構成對資產與負債賬面值所作出
判斷之基礎，而有關基礎明顯地無法於其他資料來源取得。實際結果可能有異於此等估計。

估計及相關假設乃按持續基準進行檢討。對會計估計進行修訂時，倘修訂只影響該期間，則
修訂會在修訂估計之期間內確認；或倘修訂同時影響當期及未來期間，則於修訂期間及未來
期間確認。

3 會計政策的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了多項新訂和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和詮釋。這些準則和詮釋
均在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其後頒佈的多項相等的新訂和
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和詮釋，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和詮
釋具有相同的生效日期，而且在所有重大方面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內容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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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列列示適用於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

•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2007年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列報

•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綜合財務報表和單獨財務報表－於附
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金融工具－改善有關金融工具
的披露內容

•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2007年經修訂）－借貸成本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股份支付－授予條件和取消

由於《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2號之修訂與本集團於以往年度所採納之政策一致，故該等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之財務報
表並無重大影響。此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並不包含
任何特定適用於本集團的財務報告之額外披露規定。其他變動對本集團的財務報告之影響如
下：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規定分部資料須根據本集團主要營
運決策人考慮及管理本集團之方式披露，就各須予呈報分部之呈報金額作為向本集團
主要營運決策人呈報之數據，以供評估分部表現及就營運事宜下決定。於截至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8號，此舉對綜合財務報表之披露並無影響，因為過往年度之分部資料呈報方式是將
本集團財務報表細分為多個分部，而此編製方式與本集團最高執行管理層所獲提供之
內部呈報的方式一致。

• 由於採用了《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2007年經修訂），本集團已在經
修訂的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中將因與權益股東相關交易所引致的權益於期內出現
變動的詳情與所有其他收支分開列報。所有其他損益會於經審核綜合收益表中或在綜
合全面收益表中列示。本集團財務報告已對綜合收益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採取新的格
式，並已重列了相應數額以符合新的列報要求。這項列報要求的變動沒有對所呈列的
任何期間的報告損益、收支總額或資產淨值構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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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撤銷有關自收購前溢利撥款派發之股
息應確認為於投資對象之投資賬面值減少而非收入之規定。因此，由二零零九年一月
一日起，所有應收附屬公司之股息（不論自收購前或收購後溢利撥款派發）將在本公司
之損益中確認，而於投資對象之投資賬面值將不會削減，除非賬面值因投資對象宣派
股息而被評定為出現減值。在此等情況，除在損益確認股息收入外，本公司將確認減
值虧損。根據該項修訂之過渡條文，本期間或未來期間之任何應收股息將按前瞻基準
應用是項新政策，而過往期間之應收股息則並無予以重列。

4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照所提供之服務及地理位置來管理業務。本集團最高執行管理層所獲提供內部呈報
以供評估分部表現及就營運事宜下決定的方式一致。本集團繼續維持兩個主要業務分部，分
別是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以及提供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本集團之總分部營業額
再根據客戶的地理位置而細分。

分部間之價格與第三者客戶所訂之條款相近。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就評估分部表現以及在分部間劃分資源所使用之資料目的。本集團之高級執行管理層
根據以下基準監察各個須予呈報分部應佔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但不包括投資物業、會所會籍及
其他公司共用資產。分部負債包括分部直接管理之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已收預繳租
金、本期稅項、已收按金、遞延收入及銀行貸款。

營業額及開支是參考各分部所帶來的銷售額，以及各分部所錄得的開支或因為有關分
部應佔資產的折舊或攤銷而產生的開支而分配至各項須予呈報分部。

此外，分部營業額是根據客戶的地理位置而按總計基準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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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

下表載列為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按本集團經營類別劃分之收入及
業績。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 提供衛星廣播
 及相關服務 及電訊服務 分部間之抵銷 合併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對外客戶之營業額 557,749 385,391 18,388 18,153 – – 576,137 403,544

分部間之營業額 10,400 11,115 – 1,357 (10,400) (12,472) – –
        

總計 568,149 396,506 18,388 19,510 (10,400) (12,472) 576,137 403,544
      

服務收入       1,978 128
        

       578,115 403,672
        

分部結果 247,222 120,833 5,404 (8,904) – – 252,626 111,929

服務收入       1,978 128

未分配之其他淨收入       35,240 68,859

未分配之行政支出
 －員工支出       (46,032) (48,990)

 －辦公室費用       (33,186) (30,211)
        

經營溢利       210,626 101,715

財務成本       (4,868) (24,844)

清盤一所附屬公司溢利       6,146 –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       – 2,397

出售一所附屬公司溢利       – 3,193

出售一所共同控制企業溢利       – 9,590
        

除稅前溢利       211,904 92,051

稅項抵免╱（費用）       42,180 (42,551)
        

年度溢利       254,084 4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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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續）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 提供衛星廣播
 及相關服務 及電訊服務 分部間之抵銷 合併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年內折舊 264,321 212,011 352 2,459   264,673 214,470

年內減值虧損 – 1,739 – 6,658   – 8,397

重大非現金項目支出
 （不包括折舊） 811 657 651 4,980   1,462 5,637

年內固定資產及無形
 資產的資本開支 788,773 7,098 240 359   789,013 7,457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 提供衛星廣播
 及相關服務 及電訊服務 分部間之抵銷 合併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分部資產 2,853,238 2,186,865 10,385 8,154 (43,743) (35,465) 2,819,880 2,159,554

投資物業       4,864 5,159

會所會籍       5,537 5,537

未分配之資產       288,298 376,033
        

資產總計       3,118,579 2,546,283
        

分部負債 389,027 350,007 48,254 60,997 (43,743) (35,465) 393,538 375,539

遞延稅項負債       32,627 86,982

未分配之負債       403,257 43,197
        

負債總計       829,422 50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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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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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載列為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按客户地理位置劃分之總收入。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新加坡 印尼 其他 總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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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58 54,292 151,755 165,162 82,094 53,976 108,548 77,235 171,760 53,007 578,115 403,672

5 其他淨收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其他淨收入基本包括以下各項：

利息收入 1,419 11,433

有關物業之租金收入 485 54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盈餘 30,149 51,595
  

6 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就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進行審閱，當固定資產之可收回價值少
於賬面值時，此資產將被作減值虧損。因此，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已確認有關通訊衛星－亞
太1A衛星及電視上行及廣播設備之減值虧損為8,397,000元，並已計入損益表內。根據本集團
評估，二零零九年並無減值需要。

7 財務成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2,466 22,033

延遲支付款項之利息費用 2,101 –

其他借貸成本 301 2,811
  

 4,868 2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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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1,137 1,165

 －稅務服務 120 –

 －其他服務 365 10

折舊 264,673 214,470

租賃土地作自用之攤銷 376 376

外幣匯兌虧損╱（盈餘） 309 (687)

經營租約之最低租金支付金額
 －土地及樓宇及設備 450 546

 －衛星轉發器容量 3,483 4,53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損失 1,462 5,637

收回已沖銷之壞賬 (677)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損失 – 8,397
  

9 綜合收益表內之稅項
綜合收益表內之稅項指：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本年度稅項－海外
本年度稅項 12,175 12,560
  

遞延稅項－香港
暫時差異之出現 (54,355) 33,248

新利得稅率對原已確認的遞延所得稅餘額的影響 – (3,257)
  

 (54,355) 29,991
  

實際稅項（抵免）╱費用 (42,180) 42,551
  

稅項乃按有關國家適用之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零九年度的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本年度的估計應評稅溢利以16.5%（二零零八年：16.5%）
的稅率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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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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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清盤一所附屬公司溢利
根據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決議，中國衛賽特（香港）衛星網絡有限公司（「中國衛賽特」）
（本公司的一所附屬公司）將進行自願清盤。中國衛賽特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三日解散及獲
得溢利6,146,000元。

11 每股溢利
(a) 每股基本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東應佔溢利為
254,084,000元（二零零八年：49,587,0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13,265,000

股（二零零八年：413,265,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溢利

因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內並無具攤薄影響之潛在普通股存在，所以每股攤薄溢利
跟每股基本溢利相同。

12 無形資產
所收購無形資產（不予攤銷）之賬面值包括以下項目：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軌道位置 133,585 –
  

通過終止租賃協議，本集團已取得於一軌道位置營運衛星之權利。由於本集團有頗高機會能
夠於相關權利屆滿時再次成功申請該等權利，該項無形資產被視為具備無限定使用年期。

無形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是根據使用價值計算法，將未來現金流量貼現而每年估算。現金流
量的計算是按照已經管理層認可之最近三年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預算及計劃來計
算（其後轉為永久）。二零一二年後，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而帶來的預估收入會用作計
算永久期間的現金流量，而此與業務方面的一般預期相符。現金流量的現值是以約6.6%的貼
現率貼現計算。

截止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形資產並無減值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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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款（淨）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之信貸期平均為30日。以下為於結算日按賬齡分析之應收貿易賬款
（已扣除呆壞賬撥備）：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0－30日 80,017 57,087

31－60日 18,742 2,920

61－90日 5,025 2,532

91－120日 4,866 2,379

超過120日 8,196 2,225
  

 116,846 67,143
  

預期一年內收回應收貿易賬款。

14 其他金融資產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之金融資產
 －於中國非上市之金融資產 – 102,277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金融資產無市場報價，實際利率為1.45%。有關款項於
年內已全數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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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以下為按賬齡分析之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0 – 3個月 115,125 5,979

4 – 6個月 – –

7 – 9個月 – –

9 – 12個月 – –
  

 115,125 5,979

應計支出 83,734 35,35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98,859 41,335
  

全部應付款項會預計在一年內償還或按通知還款。

16 或然負債
(a) 於一九九九年以前之年度，本集團來自海外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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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須要繳付海外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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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年度賺得之有關收入及適用稅率計算。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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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附屬公司已動用之融資款額為210,600,000元（二零零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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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員工88名（二零零八年：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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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於本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二零零九年度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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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列守則條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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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會議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
納的會計原則與慣例以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報告，並對董
事會就內部監控系統是否有效之結果及陳述、以及就本公司核數師是否獨立作檢
討。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呂敬文博士（主席）、林錫光博士及
崔利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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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頁登載年度報告

本公司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之資料的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報，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及本公司之網頁(www.apstar.com)登載。

致謝

本人藉此機會由衷感謝童旭東先生和宦國蒼博士過去多年來在本集團和董事局之
服務，並衷心感謝本集團全體員工在二零零九年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寶貴貢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芮晓武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程广仁（總裁）及齊良（副總裁）

非執行董事：
芮晓武（主席）、林暾、尹衍樑、吳真木、翁富聰、吳勁風及曾達夢（尹衍樑之替任
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呂敬文、林錫光及崔利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