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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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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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中期業績公佈

主席報告書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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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審閱。

中期業績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本集團收入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為597,927,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27,940,000港元）及285,24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260,361,000港元），較上年度同期分別減少4.8%及上升9.6%。每股基
本溢利及每股攤薄溢利皆為30.58港仙（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重列）：
27.91港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定按每股3.50港仙之比率派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息（經重列）為每股3.33港仙）。本集團之中期
股息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6。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二）或前後派發予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九
日（星期五）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於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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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在軌衛星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本集團之在軌亞太系列衛星及其地面衛星測控系統均運行良
好，持續為本集團之客戶提供穩定及可靠的優質服務。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本集團之在軌衛星轉發器總使用率為73.6%。

本集團在軌之亞太5號、亞太6號、亞太7號衛星、亞太7B衛星和亞太9A衛星，組合
構成了對亞洲、澳洲、中東、非洲、歐洲和太平洋地區的超大覆蓋和超強服務能
力，服務於超過全球75%以上人口之地區。

亞太5號衛星

亞太5號衛星定點於東經138度軌道位置，覆蓋亞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太平洋島
國和夏威夷等區域。本集團持有該衛星20個C頻段轉發器及9個Ku頻段轉發器。截
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亞太5號衛星使用率達77.7%。本集團正研究亞太5號
衛星後續接替衛星的安排。

亞太6號衛星

亞太6號衛星定點於東經134度軌道位置，載有38個C頻段轉發器及12個Ku頻段轉發
器，覆蓋包括亞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太平洋島國和夏威夷等區域。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亞太6號衛星使用率達80.8%。

亞太7號衛星

亞太7號衛星定點於東經76.5度軌道位置，載有28個C頻段轉發器及28個Ku頻段轉發
器，覆蓋亞太地區、中東、非洲及歐洲等全球75%人口區域。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亞太7號衛星使用率達60.8%。

亞太7B衛星

亞太7B衛星是亞太7號衛星之備份衛星。二零一二年亞太7號衛星成功發射後，亞
太7B衛星已轉讓予中國衛通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衛通」），並發射定點於東經87.5

度軌道位置，覆蓋亞太地區、中東和非洲地區。由二零一三年下半年開始，本集團
可向中國衛通租用該衛星部分轉發器容量，並繼續以該衛星向客戶提供轉發器服
務，擴大客戶群和市場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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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9A衛星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向中國衛通租用位於142度軌道位置的亞太9A衛星
轉發器資源。亞太9A衛星已為其接替衛星－亞太9號衛星建立客戶群，並已在二零
一四年啟用後為本集團取得業績貢獻及確保市場份額。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亞太9A衛星使用率達86.0%。

未來衛星

亞太9號衛星

截止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亞太9號衛星的建造過程順利，預計在二零一五年
十月發射，於東經142度軌道位置在軌交付和接替亞太9A衛星，亞太9號衛星將接
替亞太9A號衛星的客戶群。本集團相信，亞太9號衛星將有助於進一步擴大本集團
在亞太地區的轉發器服務、廣播服務及電訊服務的能力，滿足航線通訊與海洋通
訊需求，擴充客戶基礎，增加業務收入和盈利。

衛星轉發器出租業務

二零一五上半年，主要由於一些特定用户合約到期後沒有能夠續約，致使本集團
的衛星轉發器使用率有所下降，但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在保持原有市場份額和
主要客戶的同時，本集團在亞太地區、中東和非洲等國家和地區都增加了新的客
戶量，客戶群進一步擴大，業務市場分佈更加廣泛。

衛星電視廣播及上行服務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亞太衛視發展有限公司憑藉其《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提
供衛星電視廣播服務，支持本集團通過MCPC（多路單載波）平台，取得新的業務增
長。

衛星電訊服務

本集團按照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新獲頒發的香港《綜合傳送者牌照》提供衛星對外
電訊服務如VSAT（超小口徑終端服務）、設施管理服務及衛星通訊和衛星電視上行
服務，於區內電訊運營商或用戶包括衛星運營商及互聯網服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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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中心服務

本集團憑藉現有設備和地面站，擴大電信服務範圍，增加數據中心服務作為提供
給客戶的增值服務之一，數據中心服務有良好的業務增長潛力，與衛星服務、廣播
服務和電訊服務有良好協同效應。

業務展望

展望二零一五年全年，亞太地區、中東、非洲地區衛星轉發器市場供給顯著增加，
市場競爭將更加激烈，面臨顯著的價格下降壓力。儘管如此，本集團亞太5號衛星、
亞太6號衛星、亞太7號衛星、亞太7B衛星及亞太9A衛星之轉發器使用率亦將會維
持在較高水平，且有望錄得可觀之利潤。本集團將繼續在市場競爭中增強競爭優
勢，通過電視廣播服務、電訊服務及數據中心服務等增值服務增加業務協同效應，
實現業績和利潤增長。

財務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仍然十分穩健，經營業績持續提升。
詳情請參照本中期報告之財務部分。

企業管治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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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定有適用於所有董事、高級行政人員及所有僱員之商業行為道德守則，實施內部
舉報者保護政策，推動環保意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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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仍然非常穩健，經營業績持續提
升。下表載列此期間財務表現：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變動

收入 597,927 627,940 –4.8%
毛利 366,260 395,768 –7.5%
除稅前溢利 340,947 303,582 +12.3%
股東應佔溢利 285,244 260,361 +9.6%
每股基本溢利
 （港仙）（附註） 30.58 27.91 +9.6%
EBITDA利潤率(%) 76.6% 77.8% –1.2%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資產 6,864,154 6,564,257 +4.6%
總負債 2,609,289 2,554,755 +2.1%
資產負債比率(%) 38.0% 38.9% –0.9%
流動資產比率 1.93倍 2.14倍 –0.21倍

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溢利已就本公告附註18(b)所說明的
派發紅股的影響而重列。

在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度，收入和毛利分別為597,927,000港元和366,260,000港元，比
較上年度同期分別下降4.8%和7.5%。收入和毛利減少主要由於若干合同在到期後沒
有續約，以致衛星使用率比上年度同期下降。股東應佔溢利增加9.6%至285,244,000

港元，增加主要由於本期確認了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變動帶來的14,729,000港元溢
利相比上年度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變動帶來的47,219,000港元虧損。EBITDA利潤
率為76.6%相比上年度同期下降1.2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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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之財務成本由去年同期之財務成本13,457,000港
元減少至9,763,000港元，減少主要是由於清還部分借貸後致貸款額減少。

指定為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之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動

根據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市值，餘下的141,651,429普通股股份之公允價值重
新計量為58,077,000港元，確認公允價值溢利14,729,000港元已計入損益。本集團之
按公允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13。

稅項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稅項支出與上年度同期之43,221,000港元比較
增加至55,703,000港元，增加主要由於二零一四年之稅項支出抵扣本集團的若干子
公司所確認之稅項虧損。本集團之稅項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5。

資本開支、資金流動性、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期內，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為337,55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7,499,000港元）。主要資本開支是亞太9號衛星之購買款項及
其他設備的付款。以上資本性支出的資金來源為自有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本集團與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牽頭之銀團訂立一項定期貸
款融資（「二零一零年融資」）。二零一零年融資之最高貸款額為200,000,000美元，
已用於撥資進行亞太7號衛星，包括其建造、發射及相關保險費用。二零一零年融
資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轉讓有關亞太7號衛星之建造、發射及相關設備合約下的
建造及終止付款、亞太5號衛星及亞太7號衛星之保險索償所得、亞太5號衛星及亞
太7號衛星之所有目前及未來轉發器使用協議之所得，以及若干銀行帳戶的第一法
定押記，有關帳戶將用作收取轉發器收入。於期內，本集團已根據二零一零年融資
清還40,000,000美元（約312,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融資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的未償還本金餘額為92,000,000美元（約717,6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總借貸約為715,64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1,025,590,000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的
總借貸減少約309,949,000港元，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已清還部份二零一零年融資貸款
致貸款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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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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年後但五年內償還 715,641,000

五年後償還 –
 

 715,641,000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負債為2,609,289,000港元，較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54,534,000港元，計入亞太9號衛星的應付資本開支所致。資產
負債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維持38.0%（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9%）。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淨現金支出323,693,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淨現金支出18,431,000港元），此淨現金支出包括投資
活動淨現金支出309,177,000港元及融資活動363,582,000港元，對沖了經營活動淨現
金流入349,06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約1,658,136,000

港元之現金及銀行存款，其中45%為美元計算、54%為人民幣及1%為港元及其他貨
幣，包含285,137,000港元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結餘
1,341,273,000港元及有抵押銀行存款31,7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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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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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收入及營運支出主要為美元及人民幣，資本開支都以美元計值。由於港
元與美元掛鈎，因此美元的匯率波動對本集團營運影響較少。自二零一四年，人民
幣對港元之外匯匯率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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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

就本集團因利率風險而面對的現金流量風險而言（主要源自長期借款按浮動倫敦銀
行同業拆息利率計息），於期內，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利率風險對沖，以減輕利率
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有抵押銀行存款約31,726,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066,000港元），是與期內之若干商業安排及於結算日存在
的二零一零年融資有關。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一間銀行向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出具保證函，乃由本
集團之土地與樓宇作抵押，其賬面淨值約3,66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724,000港元）。

資本承諾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本承諾總額為277,76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593,1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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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無於本集團財務報表已授權但未訂約，主要是未來採購亞太9號衛星
之進度款項。

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或然負債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19。

結算日後之事項

結算日後，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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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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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3 597,927 627,940

服務成本  (231,667) (232,172)
   

毛利  366,260 395,768

其他淨收入 4(a) 26,055 23,476

重估投資物業之溢利 9 133 372

行政開支  (56,467) (55,358)
   

經營溢利  335,981 364,258

指定為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動 13 14,729 (47,219)

財務成本 4(b) (9,763) (13,457)
   

除稅前溢利 4 340,947 303,582

稅項費用 5 (55,703) (43,221)
   

本期及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285,244 260,361
   

每股溢利 7

 －基本及攤薄  30.58仙 27.91仙
   

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溢利已就附註18(b)所說明的派發紅
股的影響而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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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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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本期溢利 285,244 260,361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除稅及作出重新分類調整後）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轉入投資物業的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重估盈餘 3,649 –
   

 3,649 –
   
   

於其後重新分類或可能重新分類
 至損益之項目：
 匯兌差異之換算：
  －境外企業的財務報表 (4) (2)
   

 (4) (2)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3,645 (2)
   
   

本期總全面收益 288,889 26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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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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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151,419 3,964,040
 投資物業 9 11,588 5,750
 無形資產 10 133,585 133,585
 合營企業權益  491 490
 會所會籍  5,537 5,537
 應收貸款  – 24,180
 預付費用 12 165,947 110,926
 遞延稅項資產  1,572 2,030
   

  4,470,139 4,246,538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淨） 14 165,898 112,007
 應收貸款 11 24,180 24,18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487,724 502,621
 按公允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 13 58,077 51,141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 31,726 11,066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結餘  1,341,273 1,007,87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5,137 608,830
   

  2,394,015 2,317,719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16 1,137,084 821,068
 已收預繳租金  59,115 63,605
 一年內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17 – 155,819
 本年稅項  43,662 44,507
   

  1,239,861 1,084,999
   

流動資產淨值  1,154,154 1,232,7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轉結  5,624,293 5,47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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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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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4,293 5,479,258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17 715,641 869,771

 已收按金  84,192 82,648

 遞延收入  94,293 90,911

 遞延稅項負債  475,302 426,426
   

  1,369,428 1,469,756
   

資產淨值  4,254,865 4,009,50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 93,271 62,181

 股份溢價  1,242,722 1,273,812

 繳入溢餘  511,000 511,000

 重估儲備  4,017 368

 匯兌儲備  2,165 2,169

 其他儲備  442 442

 累計溢利  2,401,248 2,159,530
   

總權益  4,254,865 4,00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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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溢餘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其他儲備 累計溢利 總權益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62,181 1,273,812 511,000 368 2,478 442 1,726,102 3,576,383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溢利 – – – – – – 260,361 260,361

其他全面收益 – – – – (2) – – (2)
        

總全面收益 – – – – (2) – 260,361 260,359
        

核准上年度的股息（附註6(b)） – – – – – – (43,526) (43,526)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62,181 1,273,812 511,000 368 2,476 442 1,942,937 3,793,216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62,181 1,273,812 511,000 368 2,169 442 2,159,530 4,009,502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溢利 – – – – – – 285,244 285,244
其他全面收益 – – – 3,649 (4) – – 3,645
        

總全面收益 – – – 3,649 (4) – 285,244 288,889
        

派發紅股（附註18(b)） 31,090 (31,090) – – – – – –
核准上年度的股息（附註6(b)） – – – – – – (43,526) (43,526)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93,271 1,242,722 511,000 4,017 2,165 442 2,401,248 4,254,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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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以港元列示，另有指明則除外）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業績公告並不構成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之中期財務報告，而是在
該報告中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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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用披露規定，並遵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
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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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獲授權發佈。

本中期財務報告是按照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的，惟預期將於
二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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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闡述了自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
表刊發以來，在了解本集團的財務狀況變動和表現方面確屬重要的事件和交易。此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及附註並不包括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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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作為比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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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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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師已在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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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這些修訂在本集團及本公司
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香港會計師公會其後頒佈的多項相等的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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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

這些發展對編製或呈列本集團於本期間或以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要影響。本集團
並無採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3. 分部報告
經營分部

本集團向執行董事報告定期內部財務資料，以供執行董事就本集團業務組成部份的資源分配
作決定並且檢討該等組成部份的表現，本集團亦根據該等資料而劃分經營分部和編製分部資
料。向執行董事報告的內部財務資料中的業務組成部份，是根據本集團的主要業務而釐定。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的收入、經營業績及資產中
超過90%是源自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因此並無呈列經營分部之分析。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經營資產主要包括其已投入服務以向多個國家但並非根據位於指定地理位置傳送的
衛星。因此，並無呈列按資產地區進行分部資產賬面值的分部分析。

本集團以香港為常駐地。位於(a)香港；(b)大中華（包括中國大陸、台灣及澳門，但不包括香
港）；(c)東南亞；及(d)其他地區之客戶在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帶來之收入分
別為54,682,000元、147,790,000元、255,171,000元及140,284,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分別為63,562,000元、141,907,000元、257,274,000元及165,19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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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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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a) 其他淨收入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8,610 17,999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收入 – 708

其他利息收入 3,311 1,432

外幣匯兌虧損 (1,634) –

有關物業之租金收入 497 333

其他服務收入 1,851 1,960

出售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金融資產之溢利 1,461 –

其他收入 261 300

撥回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1,698 744
   

 26,055 23,47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b)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之利息 8,646 12,266

其他借貸成本 1,117 1,191
   

 9,763 13,457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c) 其他項目

折舊 148,123 148,099

外幣匯兌虧損 – 2,37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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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境外
本期撥備 9,466 9,265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3,097) (7,941)
  

 6,369 1,324

遞延稅項–香港 49,334 41,897
  

實際稅項費用 55,703 43,221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有稅項虧損可用於抵銷本期應課稅溢利或本期並無估計應課稅溢
利，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香港境外稅項包括已付或應付有關本集團向香港以外地區客戶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而
產生的利得稅及預提稅項。以往年度的超額撥備代表撥回預提稅項撥備。管理層認為本集團
須支付有關預提稅項的機會已變得不高，因此於本期間作出撥回。

有關香港利得稅的遞延稅項是按本期的估計暫時差異以16.5%（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16.5%）的稅率計算。

6. 股息
(a) 本期應付本公司股東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於結算日後建議派發之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3.50仙（二零一四年：3.33仙）（附註） 32,645 31,090
  

由於中期股息於報告期結後宣派，因此此股息未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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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期間核准及支付的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期間核准及支付的
 末期股息每股4.67仙（二零一四年：4.67仙）（附註） 43,526 43,526
  

附註： 每股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中期股息及末期股息已就附註18(b)所說明的派
發紅股的影響而重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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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244,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260,361,000元）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932,711,000股（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932,711,000股（就二零一五年派發紅股作出調整後）計算。有關派發紅
股的詳情，請參閱附註18(b)。

(b) 每股攤簿溢利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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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a) 增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增購總成本為337,558,000元（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7,499,000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包括在建工程）。本
期間並無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重大出售。

(b) 減值虧損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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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過程中並無發現減值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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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資物業
於以往年度，本集團之一項物業是持有作辦公室用途及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於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董事將此項物業之計劃用途由辦公室更改為出租。因此，此項
賬面值為2,056,000元之物業已經由物業、廠房及設備轉撥至投資物業。該物業於重分類日之
公允價值是5,705,000元。

投資物業由獨立專業物業估值師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有限公司（其部份員工為香
港測量師學會資深會員，並對所估值物業所在地點及所屬類別有近期估值經驗）經參考潛在
之應收回收入之租金收入淨額後，按公開市值基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重估為11,588,000

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750,000元）。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重
估溢利為133,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72,000元）於損益內確認。

10. 無形資產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取得於一軌道位置營運衛星之權利，該項無形資產被視為具備無限期使
用年期。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其無形資產進行減值評估，並
無減值需要。

11. 應收貸款
來自一名第三方之應收貸款為24,180,000元，此款乃無抵押以及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5厘之
年利率計息。

12. 預付費用、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預付費用乃指預付的發射服務合同及使用一些預設頻率權利的預繳牌照費用。部分於一年內
到期之預付費用已列賬於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內。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總計） 613,547 491,332

加：添置 58,437 230,488

減：於損益攤銷 (18,313) (108,273)
  

總計 653,671 613,547

減：流動部分 (487,724) (502,621)
  

非流動部分 165,947 1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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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亞太通信衞星有限公司（「亞
太通信」）與一名第三方訂立授權協議，內容有關軌道位置之獨家使用權利，協議總金額為
28,000,000美元。期內，本公司已就此項協議支付7,600,000美元。

13. 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本集團將所持有之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債券轉換為
發行公司之178,571,429普通股股份並確認公允價值虧損為66,683,000元，於中國新華電視控股
有限公司上市股份之投資乃指定為「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金融資產」而初始公允價值為
35,000,000元。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其公允價值按期末之市場價值重新計量為58,077,000

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1,141,000元），確認公允價值溢利14,729,000元（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464,000元）計入損益。

14. 應收貿易賬款（淨）
於報告期末，根據收入確認日及扣除呆壞賬撥備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1 - 30日 46,388 45,388

31 - 60日 49,095 16,204

61 - 90日 35,722 11,673

91 - 120日 10,686 7,039

超過120日 24,007 31,703
  

 165,898 112,007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之信貸期一般為30日。應收貿易賬款預期於報告期末起一年內收回。

15.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已抵押銀行存款為31,726,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066,000元），主要是關於期內其他商業安排及有抵押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一間銀行向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出具保證函，乃由本集團賬面淨
值約3,665,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24,000元）之土地與樓宇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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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根據到期日應付款項賬齡為三個月內及所有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預期於報告期末起一年內清
繳。

17. 有抵押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有抵押銀行借貸（已扣除未攤銷之融資成本）之還款期如下

一年內或按通知 – 155,819

一年後但五年內 715,641 869,771

五年後 – –
  

 715,641 1,025,590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亞太通信（作為借款人）與本公司（作為保證人）與一銀團訂立融資協
議，乃關於總額最高為200,000,000美元的定期貸款融資（「二零一零年融資」）。二零一零年融
資已用於撥資進行亞太7號衛星，包括其建造、發射及相關保險費用。二零一零年融資是以下
列各項作為抵押：轉讓有關亞太7號衛星之建造、發射及相關設備合約下的建造及終止付款、
亞太5號衛星及亞太7號衛星之保險索償所得、亞太5號衛星及亞太7號衛星之所有目前及未來
轉發器利用協議之所得，以及若干銀行帳戶的第一法定押記，有關帳戶將用作收取亞太5號衛
星及亞太7號衛星的轉發器收入。二零一零年融資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每半年以分期
形式在六年期間還款。期內，亞太通信已就此償還40,000,000美元（約312,000,000元）。因此，
二零一零年融資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未償還本金結餘為92,000,000美元（約717,600,000

元）。

二零一零年融資受制於其契諾，關係到本集團之若干比率，常見於與金融機構之借貸安排。
倘本集團違反有關契諾，則已支取之融資須即時償還。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而言，本集團已遵守所需各項契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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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股本
(a) 法定及已發行股本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元 （千股） 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0元之普通股 2,000,000 200,000 2,000,000 200,000

普通股，已發行及繳足：
於一月一日 621,807 62,181 621,807 62,181

派發紅股 310,904 31,090 – –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932,711 93,271 621,807 62,181
    

(b) 派發紅股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股份溢價賬之進賬中為數31,090,000元已用於繳足
310,904,000股每股面值0.10元之普通股，該等普通股已按當時每持有兩股股份獲派一股
之比例以繳足方式配發及分派予現有股東。

19. 或然負債
本公司已就銀行向亞太通信授予之有抵押銀行融資（見附註17）作出擔保。於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附屬公司已動用之銀行融資款額為717,60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29,600,000元）。

就有抵押銀行借貸及融資而抵押之資產已於附註15及17披露。

20. 結算日後事項
董事會於本中期期間結束後宣派中期股息，總額為32,645,000元，有關詳情載於附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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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人數112名（二零一四年本集團員工人數
110名）。在持續為員工安排切合其適用的培訓之外，本集團按各僱員之職責及市
場情況定期檢討薪酬政策。

購回、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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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日期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七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九日（星期五）（包括首
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在此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事宜。為符合獲派
中期股息的資格，所有適當填妥的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最遲於二零一五年十
月六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及過戶分處卓
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二十二樓。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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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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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7：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林暾先生、尹衍樑博士、卓超先生、付志恒先生及林建
順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孟興國先生，因需遠赴海外公幹或處理重要事務，
故未能出席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惟董事局
多名代表，包括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出席了該大
會，以解答有關本集團業務之提問。



24

審核委員會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
會計原則與慣例，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未經審核的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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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敬文博士、林錫光博士、崔利國先生及孟興國博士。

中期報告

以上所載列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不構成該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的中期財務報告，但作為中期財務報告的摘要。

本公司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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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謝

本人藉此機會向給予本集團業務支持之客戶表示感謝，向各位董事和全體員工的
努力表示感謝！

承董事會命
袁洁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程广仁（總裁）及齊良（副總裁）

非執行董事：
袁洁（主席）、林暾、尹衍樑、卓超、付志恒、林建順及曾達夢（尹衍樑之替任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呂敬文、林錫光、崔利國及孟興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