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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1045）

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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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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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分別為230,685,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07,996,000港元）

及5,023,000港元（二零零六年：股東應佔虧損為21,139,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1.22

港仙（二零零六年：每股基本虧損為5.12港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考慮到雖然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初步扭虧為盈，但由於未來業務的發展需要，不

建議派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二零零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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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亞太V號及亞太VI號衛星的使用率

分別為67%及66%。

亞太VI號衛星

亞太VI號衛星為亞太地區最先進高功率衛星之一，於二零零五年四月成功發射，載有

38個C頻段及12個Ku頻段轉發器，其使用率已從二零零六年同期的40.4%增至二零零

七年六月三十日的66%。顯示該衛星廣受客戶歡迎，並已加強了亞太衛星在區內的競

爭優勢。

亞太V號衛星

亞太V號衛星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錄得67%的使用率。

亞太V號衛星及亞太VI號衛星為客戶提供了最先進的衛星通訊及廣播服務。因轉發器資

源及本集團在區內市場競爭的有效改善，加強了本集團在亞太區內轉發器服務的銷售。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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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場增加新衛星

中國市場在二零零七年六月及七月先後增加兩枚新衛星，導致中國市場競爭更為激烈。

亞太衛星在配合中國電視廣播部份客戶進行轉移安排的期間，取得新增的客戶使用，

從而抵消了客戶流失。同時，通過不斷加強和優化服務，以滿足客戶不時的需要。因

此，董事會認為該些轉移安排整體上對本集團之收入未有造成不利影響。而有關新衛

星對區內可能帶來的整體市場衝擊，本集團將會繼續密切注視中國衛星轉發器市場之

供求狀況，且盡其所能繼續通過加強提供服務以鞏固客戶、擴大海外市場及擴大至合

適的衛星相關的增值服務以維持業務增長。

衛星電視廣播及上行服務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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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成功建立衛星電視平台。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亞太衛視為區內上行及廣播

70套衛星電視頻道，比二零零六年同期增加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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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VSAT（超小口徑數據終端服務）、設施管理服務、及衛星地面上

下行服務，予區內電訊營辦商或用戶包括衛星營運商及互聯網服務商。

廣播與電訊服務均有助於增強本集團的競爭力，及擴闊客戶基礎。

業務展望

預期二零零七年，轉發器服務需求將持續穩定增長。然而，由於中國市場新衛星相繼

投入使用，形成供過於求及競爭激烈的情況。本集團將會利用其有利的競爭優勢，和

優質的服務，穩固中國市場的同時，進一步開拓海外市場，及加強增值服務以進一步

促進衛星使用率及業務增長。

財務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財務狀況仍然穩健，負債比率（總負債／總資產）

約為 40%，資金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 1.61倍。本集團總權益為

1,985,878,000港元。本集團持有可動用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375,394,000港元，已抵押

銀行存款為76,863,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資本性開支約為

7,06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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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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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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曉武

主席

香港，  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

財務回顧

閣下在閱讀下述討論及分析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和營運表現時，請一併參考在本財務報

表中的財務摘要及其附註。

摘要：

截至二零零七年 截至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變動

千港元

營業額 230,685 207,996 ↑22,689

除稅後盈利／（虧損） 4,361 (21,782) ↑26,143

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虧損） 5,023 (21,139) ↑26,162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1.22仙 (5.12仙) ↑6.34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日 變動

千港元

總資產 3,319,548 3,407,562 ↓ (88,014)

總負債 1,333,670 1,425,329 ↓ (91,659)

資產負債率 (%) 40% 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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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本年度盈利為4,361,000港元，主要由於營業額上升，與此同時，銀行存款餘

額及銀行利率較二零零六年同期增長，因而提升本集團的其他淨收入。截至二零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為230,685,000港元，較二零零六年同期

增長了11％，主要的貢獻如下：

衛星轉發器容量服務及相關服務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之衛星轉發器容量服務及相關服務收入增加了約8%至

195,580,000港元，主要是新增了亞太VI號衛星容量服務合同。

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之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收入增加了約30%至35,050,000

港元，主要是提升了話音用戶使用量。

本集團營業額以分類報告分析之詳情載於本公佈附註3。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仍然擁有亞太衛星電訊有限公司（「亞太電訊」）55%

權益。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應佔亞太電訊虧損為560,000港元。

資本開支、資金流動性、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率

在過去半年內，本集團主要資本開支為新購設備及辦公室設備費，此費用由內部資金

支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為7,066,000港元。

在過去半年內，本集團已清還銀行貸款69,030,000港元（相等於8,850,000美元），此款

項是由內部資金支付。這使總貸款餘額由936,069,000港元減少至867,039,000港元。

本集團債務（除貸款手續費後）到期償還概況如下﹕

償還年期 港元

一年內償還或按通知 189,540,000

一年後但五年內 677,499,000

867,039,000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負債為1,333,670,000港元，較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減少91,659,000港元，主要是因為本集團已償還了部份上述銀行貸款，因

此資產負債比率（總負債／總資產）微降至40%，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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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可動用現金約375,394,000港元及有抵押存款為

76,863,000港元。該等款項連同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集團足以應付未來債務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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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將亞太V號及亞太VI號衛星之資產，帳面總值約

2,411,84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06,454,000港元）及銀行存款約

76,863,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9,190,000港元） 抵押給銀行。而亞太

V號及亞太VI號衛星之設備合約，連同其在軌保險索償、凡現有及未來轉發器容量合同

及其相關設備合約之終止賠償金也列為銀行貸款抵押品之內。

除此以外，本集團的物業為賬面值約4,59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655,000港元）已作為若干銀行融資的抵押品。

資本承諾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資本承諾總額為4,80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4,85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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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人數為150名（二零零六年：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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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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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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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3 230,685 207,996

服務成本 (165,263) (167,497)

毛利 65,422 40,499

其他淨收入 12,698 9,074

重估投資物業之盈利 ─ 78

行政開支 (37,117) (35,358)

經營盈利 3 41,003 14,293

財務成本 4 (28,764) (31,055)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 (560) (445)

除稅前盈利／（虧損） 4 11,679 (17,207)

稅項 5 (7,318) (4,575)

除稅後盈利／（虧損） 4,361 (21,782)

應佔：

本公司股東 5,023 (21,139)

少數股東權益 (662) (643)

除稅後盈利／（虧損） 4,361 (21,782)

每股盈利／（虧損） 6

－基本 1.22仙 (5.12仙)

－攤薄 1.22仙 (5.12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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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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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5,060 2,721,582
租賃土地作自用之權益 15,007 15,195
投資物業 4,945 2,496
於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3,863 4,423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之款項 69,839 72,294
會所會籍 5,537 5,537
預付費用 19,747 25,207
遞延稅項資產 9,365 8,747

2,743,363 2,855,481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 7 93,226 80,261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4,782 38,482
應收直屬母公司之款項 20 82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之款項 5,900 2,741
已抵押銀行存款 76,863 89,19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75,394 341,325

576,185 552,081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35,836 53,777
已收預繳租金 33,516 34,155
少數股東之貸款 7,488 7,488
一年內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8 187,327 156,820
本年稅項 93,583 93,080

357,750 345,320

流動資產淨值 218,435 206,76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轉結 2,961,798 3,06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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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承前 2,961,798 3,062,242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8 675,293 773,534

已收按金 27,857 20,419

遞延收入 210,869 222,141

遞延稅項負債 61,901 63,915

975,920 1,080,009

資產淨值 1,985,878 1,98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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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4 9,614

重估儲備 368 —

匯兌儲備 1,555 2,639

其他儲備 109 109

累計盈利 133,240 128,217

1,984,749 1,980,442

少數股東權益 1,129 1,791

總權益 1,985,878 1,98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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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除另外顯示外概以港元列示）

1. 編製基準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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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獲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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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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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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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

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

本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有關截至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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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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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於其在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一日就該等財

務報表發出之報告發表不保留意見。

2. 主要會計政策

中期財務報告按照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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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準則於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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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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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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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編製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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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編製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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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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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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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對外客戶之營業額 195,580 181,077 35,050 26,871 － － 230,630 207,948
分類間之營業額 8,858 8,771 564 563 (9,422) (9,334) － －

總計 204,438 189,848 35,614 27,434 (9,422) (9,334) 230,630 207,948

服務收入 55 48

230,685 207,996

分類結果 61,271 36,566 3,653 3,887 (2) (2) 64,922 40,451
服務收入 55 48
未分配之其他淨收入 12,698 9,152
未分配之行政支出

－員工支出 (21,946) (21,333)
－辦公室費用 (14,726) (14,025)

經營盈利 41,003 14,293
財務成本 (28,764) (31,055)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 (560) (445)

除稅前盈利／（虧損） 11,679 (17,207)
稅項 (7,318) (4,575)

除稅後盈利／（虧損） 4,361 (2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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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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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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13 23,890 86,395 114,564 18,982 18,187 58,121 22,477 31,374 28,878

4. 除稅前盈利／（虧損）

除稅前盈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元 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貸款之利息 27,378 29,589
其他借貸成本 1,386 1,466

28,764 31,055

折舊及攤銷 111,692 116,43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致盈利 (24) (92)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元 千元

本年度稅項  －  海外 9,951 10,358
遞延稅項 (2,633) (5,783)

7,318 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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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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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6.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虧損）為5,023,000元（截至二零零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虧損為21,139,000元）及在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13,265,000股（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413,265,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因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零六年同期間內，並無具攤薄影響之潛在普通股

存在，所以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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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0 - 30日 36,898 52,616
31 - 60日 9,822 8,414
61 - 90日 15,348 6,568
91 - 120日 4,419 2,201
超過121日 26,739 10,462

93,226 8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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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抵押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已抵押之資產為衛星約2,411,846,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06,454,000元）及銀行存款約76,863,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9,190,000元）。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銀行貸款 862,620 930,354
減：一年內到期並列為流動負債之款項 (187,327) (156,820)

一年後到期款額 675,293 773,534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之還款期如下：

一年內或按通知 187,327 156,820
一年後但五年內 675,293 773,534

862,620 930,354

9. 或然負債

(i) 於一九九九年以前之年度，本集團未就從海外客戶取得的轉發器使用收入計提海外稅項撥

備，因為沒有適用的海外稅務條例規定此轉發器使用收入應繳海外稅項。於一九九九年，

按照新的海外稅務條例，本集團從海外獲取的一些轉發器使用收入開始須繳納海外稅項，

自一九九九年起，該等海外稅項已於財務報表中作出足額撥備。本集團董事認為，新稅務

條例應從一九九九年生效，因此毋須就一九九九年之前海外稅項作出撥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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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附屬公司已動用之融資金額為867,039,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36,06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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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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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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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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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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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呂敬文博士、

宦國蒼博士、林錫光博士及崔利國先生。

中期報告

本公司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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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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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布刊發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倪翼丰（總裁）及童旭東（副總裁）

非執行董事：

芮曉武（主席）、林暾、尹衍樑、吳真木、趙立強、翁富聰及曾達夢（尹衍樑之替任董

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宦國蒼、呂敬文、林錫光及崔利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