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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亞太衛星集團」）為一家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

市之公司。亞太衛星集團於一九九二年開始營運，為亞太地區以至歐、美等地

之廣播及電訊商提供優質的衛星轉發器、衛星通信與衛星電視廣播服務，多年

來業績卓著。亞太衛星集團現時透過本身位於香

港大埔的衛星測控中心對亞太1號、亞太1A、亞太

2R、亞太5號及亞太6號衛星（「亞太衛星系統」）五

枚衛星進行操作。集團已建成衛星電視廣播平台，提供

衛星電視廣播「一站式」服務，為客戶提供優質可靠的衛星電

視上行及廣播服務。本集團憑藉先進的亞太5號及6號衛星及周致的

廣播及電訊服務，以高質量的綜合服務滿足客戶的需求。 

垂詢：
地址：香港新界大埔大埔工業村大貴街22號
電話：(852) 2600 2100  傳真：(852) 2522 0419
電郵：investors@apstar.com（投資者關係），aptmk@apstar.com（市場）
網址：www.apstar.com

亞太衛星系統
衛星 型號   軌道

  位置
轉發器

C頻段 Ku頻段

數量 覆蓋地區 數量 覆蓋地區

亞太6號衛星 阿爾卡特
SB-4100 C1

東經
134度

38 中國、印度、東南亞、
澳洲、夏威夷、關島、
南太平洋群島

12 中國（包括香港、澳門及
台灣）

亞太5號衛星 勞拉
FS-1300

東經
138度

38 中國、印度、東南亞、
澳洲、夏威夷、關島、
南太平洋群島

8

8

中國（包括香港、澳門及
台灣）
中國及印度

亞太2R衛星 勞拉
FS-1300

東經
76.5度

28 歐洲、亞洲、非洲、澳
洲，佔全球人口約75%

16 中國（包括香港、澳門及
台灣）及韓國

亞太1A衛星 波音
BSS-376

– 24 – – –

亞太1號衛星 波音
BSS-376

– 24 – – –

訊訊訊商提供商提供商提供供供優質的優質的優質的優質的優質的優質的質的的優

222222

枚衛星枚衛星枚衛星星衛星衛星星

衛星電衛星電衛星電衛星電衛衛星電衛星電衛 視廣播視廣播視廣播廣播視廣播視

視視視上視上上行視視視上上行行行上上行及及廣播及廣播及廣播及廣播及廣播及廣播服務。服務。服務。服服務。務服服務。務。務。

廣播廣播廣廣播廣廣播播播及播及播及及及廣播播及播及及及廣播及播播及廣廣 及電訊電訊訊電訊服訊電訊服訊服電訊電訊訊服電電訊服電訊服服務，以務，以，以務務，以務 高質量高質量高質量高質量質質量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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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
執行董事
程广仁（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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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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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利國

公司秘書
盧建恒

授權代表
程广仁
盧建恒

審核委員會成員
呂敬文（主席）
宦國蒼
林錫光
崔利國

提名委員會成員
宦國蒼（主席）
齊良
呂敬文
林錫光
崔利國

薪酬委員會成員
呂敬文（主席）
齊良
宦國蒼
林錫光
崔利國

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主要股份登記及過戶處
The Bank of Bermuda Limited
Bank of Bermuda Building 
No. 6, Front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香港股份登記及過戶處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新界
大埔
大埔工業邨
大貴街22號
電話： (852)2600 2100
傳真： (852)2522 0419
網址： www.apstar.com
電子郵件： aptmk@apstar.com（市場部）
 investors@apstar.com（投資者關係部）

股份代號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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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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報告。

本中期報告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獨立核數師審閱。

中期業績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本集團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為229,519,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197,987,000港元）及52,81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6,882,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溢利為12.78港仙（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7
港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考慮到雖然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取得股東應佔溢利與去年同期增長達667%，但由
於未來發展新衛星的需要，不建議派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業務回顧

本集團五枚衛星－亞太6號、亞太5號、亞太2R、亞太1A及亞太1號衛星，連同其地面測
控、追蹤及指揮系統在期內運作正常。二零零九年七日十日公佈亞太5號衛星上兩個較高頻
信標發射機之一出現異常，亞太5號衛星的正常操作不受影響。

亞太6號衛星

亞太6號衛星為SB4100 C1型衛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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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其使用
率為70.25%。

亞太5號衛星

亞太5號衛星為FS1300型號衛星，於二零零四年六月發射，為亞太地區最先進高功率衛
星之一。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持有該衛星21個C頻段及10個Ku頻段轉發器，
其使用率為80.60%。



04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09

亞太2R衛星

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亞太通信衛星有限公司（亞太通信）（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與Telesat Canada及Telesat Asia Pacific Satellite (HK) Limited合稱「Telesat」就有關亞太2R衛星
的1999年租賃協議的終止和取消訂立終止協議。該交易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結束。亞太通
信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已向Telesat支付61,970,000美元，並將於一年內支付餘額6,885,000
美元，作為退還1999租賃協議餘下從二零零九年七月至二零一二年九月未期滿租賃期間
Telesat預付的該部份租金，以換取終止1999租賃協議和其他租賃協議中所載契諾和協定。

當交易結束，Telesat在亞太2R衛星上43個轉發器的租賃權益被終止，相關轉發器客戶合
同因而轉給亞太通信。

亞太2R衛星是以FS1300衛星平台建造，於一九九九年十月發射，載有28C頻道轉發器及
16個Ku頻道轉發器，C頻道轉發器覆蓋歐洲、亞洲、非洲及澳洲，全球約75％人口，而Ku頻
道轉發器主要覆蓋中國及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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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提供衛星電視上行及廣播服務，成功建立衛星電視平台。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亞太衛視為區內上行及廣播93套衛星電視頻道，比二零零八年年底增加6.90%。

衛星電訊服務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亞太電訊服務有限公司按香港固定傳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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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區內電訊運
營商或用戶包括衛星運營商及互聯網服務商。

業務展望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轉發器服務需求持續穩定增長。本集團將會利用亞太2R衛星帶來
的增長潛力和進一步提高亞太5號衛星和亞太6號衛星使用率以增加盈利和投資回報。

本集團將儘快展開亞太7號衛星的新衛星計劃，以便於二零一二年替代亞太2R衛星，以
維持未來的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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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財務狀況仍然穩健，負債比率（總負債╱總資產）約
27%，資金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2.94倍。本集團總權益為2,089,774,000港元。
本集團持有可動用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628,826,000港元，已抵押銀行存款為7,352,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資本性開支為4,50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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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晓武
主席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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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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零九年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千港元 六個月 六個月 變動

營業額 229,519 197,987 +16%
毛利 96,602 56,490 +71%
本期溢利 52,814 6,795 +677%
股東應佔溢利 52,814 6,882 +667%
每股基本溢利（港仙） 12.78仙 1.67仙 +11.11仙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資產 2,860,859 2,546,283 +12%
總負債 771,085 505,718 +52%

資產負債比率(%) 27% 20% +7%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收入及本期溢利分別為229,519,000港元及52,814,000
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收入及股東應佔盈利上升16%及667%，純利增加主要來自下列各項：

衛星轉發器容量服務及相關服務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中期之衛星轉發器容量服務及相關服務收入較去年同期
收入185,097,000港元，上升了約18%至219,196,000港元。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亞太6號衛星
新增的使用服務合同收入所致。

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中期之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收入較去年同期收入
12,810,000港元，減少約26%至9,465,000港元。收入減少主要是在二零零八年度，包括來自
一間營運附屬公司－北京亞太東方通信網絡有限公司收入，而於二零零九年並沒有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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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之財務成本與二零零八年同期比較減少了
15,021,000港元，主要原因是就二億四千萬美元的銀行信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產生了15,036,000港元財務成本支出，該筆信貸的貸款餘額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全數清還；而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提取新的銀行信貸為
30,000,000美元及其利息支出為1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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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有限公司之所有權益，因
此，本集團錄得溢利3,193,000港元。於期內並沒有出售任何附屬公司。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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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已反映六個月的亞太電訊業績為2,037,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並沒有此收入。

稅項

稅項支出與二零零八年同期比較，增加了15,439,0000港元，主要原因是本期之溢利增
加所致。

資本開支、資金流動性、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率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期內，本集團主要資本開支為通訊衛星設備及辦公室設備費，
此費用由內部資金支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資本開支為4,502,000港元（截
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35,000港元）。

期內，本集團與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簽署了一份本金為五千萬美元的銀行信貸（「信
貸」）。而該信貸是用於本集團有關終止亞太2R衛星之1999租賃協議及附屬協議及本集團的營
運資本要求。該信貸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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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押銀行帳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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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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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已提取信貸中的30,000,000美元（約234,000,000港元）。這使總
貸款餘額增加至232,83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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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30,000
一年後但五年內 186,601,000

 

 232,831,000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負債為771,085,000港元，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增加265,367,000港元，主要原因是上述有抵押銀行貸款所致。因此，資本負債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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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淨現金流入507,285,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淨現金支出31,788,000港元），此淨現金流入包括由於營業額增加而帶來
經營活動淨現金流入184,267,000港元、因贖回其他金融資產而帶來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入
90,187,000港元及融資活動中由於新增的銀行借貸帶來的淨現金流入232,831,000港元。於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可動用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628,826,000港元及有抵押存
款7,352,000港元。該等款項連同業務未來經常性現金流量，本集團是足夠可以應付未來債務
還款。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物業為賬面值約4,36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422,000港元）已作為若干本集團其他銀行融資的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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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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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賺取收入及費用以美元及人民幣支付，本集團的衛星保險費，債項及所有資
本開支都以美元計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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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來會持續平穩發展，不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不利外匯風險，故
本集團現沒有任何為外匯風險作出對沖的行動。

資本承諾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本承諾總額為11,20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499,000港元），主要是尚未於本集團財務報表作出計提之衛星設備及辦公設備
採購。此外，本公司之一間附屬公司訂約承諾，以69,500,000美元（約542,000,000港元）之估
計金額終止有關亞太2R衛星餘下年期之1999租賃協議及附屬協議，詳情載於本中期財務報告
摘要附註21(a)。

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或然負債詳情載於本中期財務報告摘要附註20。

非調整的資產負債表後事件

本集團與Telesat Canada及Telesat Asia Pacific Satellite (HK) Limited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一
日簽定的終止1999租賃協議及附屬協議在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正式完成交易。詳情請一併參
考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的公告、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公函、二零零九年
七月九日的公告以及本中期財務報告摘要附註23(a)。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三日，Telesat Satellite LP以9,066,000美元的代價取得亞太5號衛星
之兩個轉發器，詳情請一併參考載於本中期財務報告摘要附註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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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人數為81名（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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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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3,4 229,519 197,987
服務成本 5 (132,917) (141,497)

毛利  96,602 56,490
其他淨收入 5 7,357 8,858
重估投資物業之（虧損）╱溢利 11 (216) 117
行政開支  (34,203) (47,592)

經營溢利 3 69,540 17,873
財務成本 5 (15) (15,036)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  – 2,037
出售一所附屬公司溢利 6 – 3,193

除稅前溢利 5 69,525 8,067
稅項 7 (16,711) (1,272)

本期溢利  52,814 6,795

應佔：
 本公司股東  52,814 6,882
 少數股東權益  – (87)

本期溢利  52,814 6,795

每股溢利 9
 －基本  12.78仙 1.67仙

 －攤薄  12.78仙 1.67仙

第17至33頁之附註乃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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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本期溢利  52,814 6,795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及分類調整後）：
 匯兌差異之換算：
  －境外企業的財務報表  (3,605) 4,083
 其他  – 8

本期間總全面收益  49,209 10,886

應佔：
 本公司股東  49,209 10,973
 少數股東權益  – (87)

本期間總全面收益  49,209 10,886

第17至33頁之附註乃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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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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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73,716 2,183,468
 租賃土地作自用之權益  14,256 14,444
 投資物業 11 4,943 5,159
 會所會籍  5,537 5,537
 預付費用  29,247 19,023

  2,127,699 2,227,631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淨） 12 82,368 67,14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4,415 26,728
 應收直屬母公司之款項  199 155
 其他金融資產 13 – 102,277
 已抵押銀行存款 14 7,352 80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 628,826 121,541

  733,160 318,652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16 38,645 41,335
 已收預繳租金  58,407 40,608
 少數股東之貸款  6,088 6,088
 一年內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17 46,230 –
 本年稅項  99,867 98,242

  249,237 186,273

流動資產淨值  483,923 132,37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轉結  2,611,622 2,36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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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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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1,622 2,360,010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17 186,601 –
 已收按金  25,561 23,093
 遞延收入  212,966 209,370
 遞延稅項負債  96,720 86,982

  521,848 319,445

資產淨值  2,089,774 2,040,56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 41,327 41,327
 股份溢價  1,287,536 1,287,536
 繳入溢餘  511,000 511,000
 資本儲備  9,330 9,330
 重估儲備  368 368
 匯兌儲備  3,607 7,212
 其他儲備  123 123
 累計溢利  236,483 183,669

總權益  2,089,774 2,040,565

第17至33頁之附註乃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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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本公司股東應佔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溢餘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其他儲備 累計溢利 總計 股東權益 總權益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41,327 1,287,536 511,000 9,557 368 4,007 115 133,855 1,987,765 926 1,988,691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撥回出售一所附屬公司之
 少數股東權益 – – – – – – – – – (839) (839)
本期間全面收益 – – – – – 4,083 8 6,882 10,973 (87) 10,886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結餘  41,327 1,287,536 511,000 9,557 368 8,090 123 140,737 1,998,738 – 1,998,738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註銷認股權 – – – (227) – – – 227 – – –
本期間全面收益 – – – – – (878) – 42,705 41,827 – 41,827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41,327 1,287,536 511,000 9,330 368 7,212 123 183,669 2,040,565 – 2,040,565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41,327 1,287,536 511,000 9,330 368 7,212 123 183,669 2,040,565 – 2,040,565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本期間全面收益 – – – – – (3,605) – 52,814 49,209 – 49,209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結餘 41,327 1,287,536 511,000 9,330 368 3,607 123 236,483 2,089,774 – 2,089,774

第17至33頁之附註乃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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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  189,615 78,067

已付之稅項  (5,348) (3,119)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184,267 74,948

投資事宜所得現金淨額  90,187 7,518

融資事宜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32,831 (114,25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額之增加╱（減少）  507,285 (31,788)

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 121,541 312,025

匯率變動之影響  – 2,422

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 628,826 282,659

第17至33頁之附註乃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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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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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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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當披露規定，並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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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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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九日獲授權發佈。

除預期會反映在二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告之會計政策變更外，本中期財務報告是按照二零零八年年
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的。會計政策變更之詳情載列在附註2內。

管理層在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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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的附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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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財務狀況之變動與表現實為重要。此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報告及附註並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完整財務報
表之所需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雖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的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
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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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了審閱。畢馬威會計
師事務所致董事會的獨立審閱報告載於第39至40頁。

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財政年
度的法定財務報表，但資料則源自有關財務報表。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索取。本公司核數師已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七日的核數師報告
中對這些法定財務報表出具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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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之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了多項新訂的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含《國際會計準則》
和詮釋）。這些準則和詮釋均在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香港會計師公會因這些準則變化而於其後
頒佈了多項類似的新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含《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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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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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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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
報告之額外披露規定。其他變動對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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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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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其他損益會於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表中或在綜合全面收益表中列示。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對未經審核綜合全面收益表及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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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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之變動（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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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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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並無令到分部報告出現變動，因為過往年度之分部資料呈報方式與本集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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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中期財務報告所披露之分部資料的
編製方式，與本集團最高執行管理層就評估分部表現以及在分部間劃分資源所使用之資料的
方式一致。就此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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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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續）
下表載列為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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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相關業務 及電訊服務 分部間之抵銷 合併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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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196 185,097 9,465 12,810 － － 228,661 197,907
分部間之營業額 5,445 5,294 834 679 (6,279) (5,973) － －

總計 224,641 190,391 10,299 13,489 (6,279) (5,973) 228,661 197,907

服務收入       858 80

       229,519 197,987

分部結果 92,582 47,960 3,927 (496) － － 96,509 47,464
服務收入       858 80
未分配之其他淨收入       6,376 8,975
未分配之行政支出
 －員工支出       (20,989) (22,890)
 －辦公室費用       (13,214) (15,756)

經營溢利       69,540 17,873
財務成本       (15) (15,036)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       － 2,037
出售一所附屬公司溢利       － 3,193

除稅前溢利       69,525 8,067
稅項       (16,711) (1,272)

本期溢利       52,814 6,795

期內折舊 102,379 107,725 174 1,515 － － 102,553 109,240
重大非現金項目支出
 （不包括折舊） － 3,948 － 4,998 － － － 8,946
期內資本開支 4,436 1,484 66 551 － － 4,502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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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續）
下表載列為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本集團地區分部劃分之收入。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新加坡 印尼 其他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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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75 24,871 75,199 79,901 36,815 32,114 51,600 27,437 35,330 33,664 229,519 197,987

下表載列為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本集團經營類別劃分之
資產及負債。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 提供衛星廣播
 及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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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分部資產 2,233,877 2,186,865 9,233 8,154 (36,711) (35,465) 2,206,399 2,159,554
投資物業       4,943 5,159
會所會籍       5,537 5,537
未分配之資產       643,980 376,033

資產總計       2,860,859 2,546,283

分部負債 628,893 350,007 42,116 60,997 (36,711) (35,465) 634,298 375,539
遞延稅項負債       96,720 86,982
少數股東之貸款       6,088 6,088
未分配之負債       33,979 37,109

負債總計       771,085 50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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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務的淡旺季因素

本集團的業務並無受到明顯的淡旺季波動所影響。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a) 財務成本
 貸款利息 14 14,136

 其他借貸成本 1 900

 總財務成本 15 15,036

(b) 其他項目
 折舊 102,553 109,240

 租賃土地作自用之攤銷 188 188

 利息收入 (859) (5,933)

 有關物業之租金收入 (285) (27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致溢利 (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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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售一所附屬公司溢利

依據二零零八年四月二日簽訂的出售協議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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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以代價4,800,000人民幣（約5,328,000元）出售其在北京亞太東方通信
網絡有限公司之所有權益給獨立第三者北京亞太東方通信網絡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北京中廣信達數據
技術有限公司35%權益，是本公司之共同控制企業，亦是此項出售的其中一部份。

出售淨資產值：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8,160

應收貿易賬款 161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8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2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3,767)

已收預繳租金 (1,388)

股東之貸款 (990)

 2,995

少數股東權益 (839)

其他儲備及匯兌儲備 (1,011)

中國衛賽特放棄收取貸款 (990)

出售一所附屬公司溢利 3,193

代價 5,328

分析關於出售一所附屬公司之淨現金流出及現金等價物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千元

已出售之銀行結存及現金 532

淨現金流出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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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本年度稅項－海外 6,973 5,659

遞延稅項 9,738 (4,387)

 16,711 1,272

由於本集團在香港的經營運用承前自以往年度積累的稅項虧損，因此並無在財務報表中作出香港利
得稅撥備。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乃使用有關國家預期適用的估計年度實際稅率而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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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股息

本中期應付股東之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於中期日後宣派中期股息 – –

9. 每股溢利

(a) 每股基本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52,814,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6,882,000元）及在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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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413,265,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溢利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零八年同期間內，並無具攤薄影響之潛在普通股
存在，所以每股攤薄溢利與每股基本溢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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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a) 增購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增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為4,502,000元（截至二
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35,000元）。

(b) 衛星之在軌保險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在軌衛星保險責任並未有全面覆蓋。於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在軌衛星設備之賬面總淨值為1,957,753,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65,458,000元）。

(c) 對原值調整的影響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八日與Thales Alenia Space France（「Thales」）簽訂之協議，
當Thales向其本身客戶成功交付每一個含有技術設計與亞太6號衛星相同的衛星後，本集團
有權利獲得為數1,500,000美元（約11,700,000元）之款項。期內已就Thales交付一個技術設計
與亞太6號衛星相同的衛星而確認收取11,700,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700,000元）之款項，有關款項乃視作對於物業、廠房及設備－通訊衛星之原值的扣減。

(d) 減值虧損
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就其物業、廠房及設備進行減值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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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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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計入當期收益表內，此外無須其他減值。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其物業、廠房及設備進行評估，並沒有資產被
再作進一步減值虧損。

11.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由獨立估值師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有限公司經參考潛在之應收回收入之租金
收入淨額後按公開市值基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重估為4,943,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5,159,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重估虧損為216,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盈餘為117,000元）於收益表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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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貿易賬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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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0 － 30日 61,704 57,087

31 － 60日 5,543 2,920

61 － 90日 5,540 2,532

91 – 120日 5,744 2,379

超過120日 3,837 2,225

 82,368 67,143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之信貸期為30日。應收貿易賬款預期一年內收回。

13. 其他金融資產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按公允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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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有關款項於期內已
全數清繳。

14. 已抵押銀行存款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7,352,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08,000元）之已抵押銀行
存款主要是關於其他商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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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於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 380,276 114,046

銀行結存及現金 248,550 7,495

於結算日及現金流量表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28,826 121,541

16.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所有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預期於一年內清繳。

17. 有抵押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銀行貸款（扣除未經攤銷財務成本） 232,831 –

減：一年內到期並列為流動負債之款項 (46,230) –

一年後到期款額 186,601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之還款期如下：

一年內或按通知 46,230 –

一年後但五年內 186,601 –

 232,831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亞太通信衛星有限公司（「亞太通信」）訂立一般
銀行融資（「銀行融資」）安排，並以下列各項作抵押：亞太通信之若干物業、有關亞太2R衛星及亞太
5號衛星合約所得現金收入之轉讓、亞太2R衛星之保險索償所得、以存有亞太2R衛星及亞太5號衛星
將會或已經提供服務而收到之客戶按金及付款的記帳賬戶以及記帳賬戶內任何應計利息。於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已提取銀行融資中的30,000,000美元（約234,000,000元）。



28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09

17. 有抵押銀行貸款（續）

銀行融資包含以下契諾：

(i) 財務契諾
銀行融資規定本集團於融資期內的不同期間須符合若干財務比率。本公司（作為保證人）承諾
確保：(i)本集團之合計綜合淨值維持在不低於1,600,000,000元；(ii)合計綜合負債總額將不超
過綜合淨值之120%以及(iii)各個財政年度之綜合EBITDA不低於20,000,000美元。

(ii) 記帳賬戶條件
亞太通信須在此記帳賬戶內保持不少於貸款之一個月利息的存款。

(iii) 其他
銀行融資包括此類協議的常見契諾，包括對亞太通信與本公司負上額外債務之能力作出限制
以及若干有關擁有權之限制。

倘本集團違反有關契諾，則已支取之融資須即時償還。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而言，
本集團已遵守上述各項契諾。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一間銀行向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出具保證函，乃由本集團賬面淨值約
4,364,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22,000元）之土地及樓宇作抵押。

18. 股本

本公司之股本無論於本期間或上一個中期報告期間概無變動。

19. 購股權

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計劃2001」）並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向其僱員授出購股權。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
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計劃2002」），自此後將不會再授出計劃2001項下之任何
購股權。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所授出之購股權將繼續有效直至到期日為止。

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計劃2002概無授出、行使及註銷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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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購股權（續）

購股權之變動
年內計劃2001項下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二零零九年
 數目

於一月一日 3,290,000

於六月三十日 3,290,000

於六月三十日已歸屬之購股權 3,290,000

上述所有購股權之行使價為每股2.765元，並可自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一
日期間行使。

購股權公允價值及假設
就換取授出購股權所獲得服務之公允價值乃參考所授出購股權之公允價值計量。對所獲得服務之公
允價值估計乃根據二項式點陣模式計量。購股權之合約年期乃用作此模式之計算元素。提早行使之
預期乃計入二項式點陣模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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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繳付海外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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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就銀行向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授予若干有抵押銀行融資作出擔保。於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已動用之該融資款項為234,000,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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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於財務報表反映之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已訂約 240 534

已授權但未訂約 10,966 965

 11,206 1,499

此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已訂立合約承諾，估計以69,500,000

美元（約542,000,000元）之金額終止有關亞太2R衛星餘下年期之1999租賃協議及附屬協議。
該等協議已於結算日後完成（見附註23(a)）。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之將來最低租賃
付款如下：

 土地及 衛星轉發器
 樓宇 容量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一年內 190 – 190

一年後但五年內 17 – 17

 207 – 207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年內 278 48 326

一年後但五年內 25 – 25

 303 48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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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與關連各方之重大交易

(a) 本集團期內與關連各方訂立之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提供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予
 本公司股東之附屬公司之收入（附註i） 26,029 5,392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提供衛星電訊服務予本公司
 一名股東之控股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收入（附註i） 22,980 19,479

收取一家共同控制企業之管理費收入（附註ii） – 240

支付予一間股東之控股附屬公司之管理費費用（附註iii） (707) (346)

附註：

(i) 該等轉發器容量使用協議及衛星電訊服務協議之條款及條件與本集團其他客戶所訂合
約之條款及條件相近。

(ii) 管理費收入乃根據一家共同控制企業之協議提供服務之成本而釐定。

(iii) 管理費開支由於向本公司之一所附屬公司提供服務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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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與關連各方之重大交易（續）

(b)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包括已支付本公司董事及若干最高薪僱員之款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 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5,565 5,725

其他長期福利 364 366

績效獎勵金 – 922

終止服務福利 944 1,511

 6,873 8,524

23. 結算日後之非調整事項

(a)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亞太通信（本公司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完成終止與Telesat Canada及
Telesat Asia Pacific Satellite (HK) Limited（統稱「Telesats」）就1999租賃協議及附屬協議訂立之
亞太2R衛星餘下年期（「終止協定」），協定金額為68,855,000美元（約537,069,000元）。

 根據終止協定，Telesats獲退還先前付出之預付租賃款項的餘下部份，以換取終止由二零零九
年七月起及其後之未屆滿租期。於同一項交易中，Telesats的未來替代衛星之可使用軌道位置
的權利（目前由亞太2R衛星使用）亦已終止。原來的1999租賃協議及附屬協議中，於以往年度，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已記錄為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預期終止協定退回之轉發器容量將以添
置資產的方式處理。

(b) 根據於二零零三年與Loral Orion Inc.（「Loral」）訂立之多項修訂協議，Loral有選擇權於完成亞
太5號衛星之軌道測試後第四年取得四個亞太轉發器，及於第五年取得四個亞太轉發器之餘下
運作年期，總代價為282,865,000元。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及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八日，
Telesat Satellite LP（「Telesat」,Loral的收購者）行使其權利而分別取得兩個及四個亞太轉發器，
總代價分別為70,716,000元及141,433,000元。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三日，Telesat行使其選擇權，以9,066,000美元（約70,716,000元）的代價
取得亞太5號衛星之兩個轉發器。



33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09

24. 比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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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的列報及《國際財
報報告準則》╱《香港財報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本集團已調整了若干比較數據，以符合本期
間的列報要求及就二零零九年首次披露的項目提供比較數據。這些變化的其他詳情載列於附註2。

25. 已頒佈但在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修訂﹑新準則和詮釋的可能影響

截至中期財務報告刊發日，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一些在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會計年度尚未生效，亦沒有在中期財務報告採用的修訂、新準則和詮釋。

在這些發展中，下列列示可能會適用於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和財政狀況：

 於下列日期或之後開始
 之會計期間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和單獨財務報表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國際財報報告準則》╱《香港財報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企業合併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本集團正在評估這些修訂、新準則和新詮釋對初始應用期間的影響。目前的結論是，雖然採納這些
修訂、新準則和新詮釋可能導致新增或需修訂披露，但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和財政狀況應該不會有
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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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資料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存置之股份及淡倉
權益登記冊所記錄，下列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

  
佔已發行名稱 附註 股份權益數目 股本百分比

APT Satellite International Company   214,200,000 51.83
 Limited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 1 37,200,000 9.00

中國航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1 31,200,000 7.55

Sinolike Investments Limited 1 31,200,000 7.55

Temasek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 2 22,800,000 5.52

新加坡電信有限公司 2 22,800,000 5.52

新加坡衛星私人有限公司 2 22,800,000 5.52

附註：

1.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透過持有中國航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之44.47%權益被視為擁有本公司
股份權益，而中國航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乃透過持有Sinolike Investments Limited之100%權益
而被視為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Sinolike Investments Limited則透過持有航天科技衛星控股有
限公司（擁有本公司14,400,000股股份）之100%權益而被視為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

2. Temasek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透過持有新加坡電信有限公司之54.99%權益而被視為擁有
本公司股份權益，而新加坡電信有限公司則透過持有新加坡衛星私人有限公司之100%權益而
視為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其他人士在本公司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中登記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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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的
記錄，除另有說明外，以下是本公司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以實益擁有人的身份持有本公司
股份權益：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購股權數目(1)

盧建恒（副總裁兼公司秘書） 個人 5,000 800,000

陳珣（副總裁） 個人 6,000(2) 260,000

楊青（副總裁） 個人 – 130,000

(1) 此等購股權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之購股權計
劃而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授出，而上述全部購股權之行使價為每股2.765港元，並可於二
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期間內行使。

(2) 陳珣以受託人的身份持有6,000股本公司股份。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載，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擁有或被視作擁有於本公司或任
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或該權益是須要
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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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個人簡介變更

自本公司二零零八年年報發出之日起，或（視情況而定）於二零零八年年報發出後由
本公司宣布董事變更之公告日期起之董事個人簡介變更而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及
13.51B(1)條作出披露者，詳列如下：

– 本公司主席芮晓武先生現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副總經理（自二零零九年四月
起）。芮先生於二零零六年六月至二零零九年三月期間任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
總經理。

– 童旭東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副總裁以及本公司提名
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 吳勁風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除上述外，本公司董事並無其他資料需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作出披露。

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零一年九月生效上市規則之新規定，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計劃2002」），據此本公司董事會僅可根據計
劃2002授出新購股權。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期內，計劃2002（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
二十一日到期）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本公司根據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
會上採納之前度購股權計劃（「計劃2001」）向其僱員所授出之購股權詳情載列如下。此後，概
無購股權根據計劃2001而授出，而所有根據計劃2001授出之購股權將持續有效，直至期限屆
滿為止。

根據現有購股權計劃（計劃2001及計劃2002)，因悉數行使已授出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而可供發行之股份總數為3,290,000股，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0.80%，並無超過本公司於
計劃2002之採納日期已發行股份（即412,720,000股）之10%。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13,265,000股。



37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09

購股權計劃（續）

根據計劃2001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一年
 六月十九日
 已授出但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一月一日 期內註銷 尚未行使
 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之購股權 之購股權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盧建恒
 （副總裁兼公司秘書） 800,000 – 800,000

陳珣（副總裁） 260,000 – 260,000

楊青（副總裁） 130,000 – 130,000

 1,190,000 – 1,190,000

僱員：

根據持續性僱員合同之僱員 3,290,000 – 3,290,000

上述已授出購股權之行使價為每股2.765港元，並可自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零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期間行使。於行使購股權前並無最低期限及申請時毋須支付任何款額。
緊接於該等購股權授出前股份收市價為3.8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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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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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的證券交易，已採納一套不低於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標準守則》所規
定的標準的行為守則。

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董事已確定他們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及其行為守則所規定有關董事的證券交易的標準。

購回、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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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九日的會議上，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
與慣例，以及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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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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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致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11頁至第33頁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的中期財務報告。此中期財
務報告包括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綜合收益
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和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解釋。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必須符合上市
規則中的相關規定，其中包括依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或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視乎該
公司是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年度財務報表而定）編製中期財
務報告。由於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年
度財務報表，因此董事須負責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規定編
製及列報中期財務報告。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結論，並按照我們雙方所協定的應
聘條款，僅向全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
告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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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審閱工作包括向主要負責財務和會計事項的人員詢問，
並實施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
所以不能保證我們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任何
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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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我們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的中期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沒有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或《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的規定編製。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十號
太子大廈八樓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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