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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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度業績公佈

主席報告書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

財務業績
收入

二零一七年本集團之收入為1,207,44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229,933,000港元），
相比二零一六年減少了22,493,000港元，減少了1.8%。

除稅前溢利

二零一七年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為621,792,000港元（二零一六年：607,303,000港
元），相比二零一六年增加了14,489,000港元，增加了2.4%。

股東應佔溢利

二零一七年本集團之股東應佔溢利為504,55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493,608,000港
元）。相比二零一六年增加了10,949,000港元，增加了2.2%。每股基本溢利及每股
攤薄溢利皆為54.20港仙（二零一六年：52.92港仙）。

股息

本公司於年內已曾派發中期現金股息每股普通股3.50港仙。由於本集團未來現金
流入將相對穩定，為了要逐步提高對股東的投資回報，董事會已通過宣派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末期現金股息每股普通股10.50港仙（二零一六年：
每股普通股5.00港仙）。派發末期股息須待相關決議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得通過方會作實。末期股息
將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或前後派發予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星
期四）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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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在軌衛星

於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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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之在軌衛星轉發器總體平均使用率為75.9%，比二零一六年底之在軌衛星轉
發器總使用率增加5.4個百分點。

本集團在軌之亞太5號衛星、亞太6號衛星、亞太7號衛星和亞太9號衛星，組合構
成了對亞洲、澳大利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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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已安排實施亞太5C衛星作為亞太5號衛星後續接替衛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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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已安排實施亞太6C衛星作為亞太6號衛星後續接替衛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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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及歐洲等區域。

亞太9號衛星

亞太9號衛星定點於東經142度軌道位置，載有32個C頻段轉發器及14個Ku頻段轉
發器，覆蓋亞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太平洋島國和夏威夷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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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衛星

亞太5C衛星

亞太5C衛星是亞太5號衛星之接替衛星。亞太5C衛星將接替在軌之亞太5號衛星，
繼續為亞太5號衛星現有客戶提供可靠服務。計畫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接替亞
太5號衛星的亞太5C衛星載有更多轉發器，配置有覆蓋東南亞區域的高通量載荷，
覆蓋範圍和容量更大，功能更強，可以滿足未來市場需求，從而維持本集團之競
爭優勢。

亞太6C衛星

亞太6C衛星是亞太6號衛星之接替衛星。亞太6C衛星計畫於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
發射和接替在軌之亞太6號衛星。衛星載有26個C頻段轉發器、19個Ku頻段╱Ka頻
段轉發器。亞太6C衛星將會為亞太6號衛星現有客戶提供更加穩定和可靠的服務。

亞太6D衛星

本集團一直堅持創新發展的理念，積極尋找發展機遇，提高集團服務使用者的能
力，增強市場競爭力。年度內，本集團在中國境內發起設立的亞太衛星寬帶通信（深
圳）有限公司（「亞太星通」）得到了快速發展，該公司投資建設的亞太6D衛星是一
顆面對亞太地區和中國之高通量寬帶衛星。亞太6D衛星是亞太6C衛星的姊妹星，
計劃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發射，與亞太6C衛星在東經134度軌道位置共軌運營。

本集團開發並發射技術先進、覆蓋廣闊的新衛星，藉此保持本集團客戶的業務連
續性，並以傳統及高通量轉發器容量結合，提升本集團在區內的市場競爭力和服
務能力，保持業務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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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器出租業務
二零一七年內，面對全球衛星轉發器市場供過於求和轉發器租金價格下降的不利
市場環境，本集團積極拓展新市場和新業務，在向用戶提供高品質服務的同時，
不斷豐富服務內容和品種，取得了轉發器使用率增長的優異業績。截至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衛星轉發器總體平均使用率達75.9%，上升了5.4個百
分點。本集團之衛星使用率繼續維持在較高水準，為集團持續保持較高盈利水平
奠定了基礎。

衛星電視廣播及上行服務、衛星電訊服務及數據中心服務
本集團憑藉《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綜合傳送者牌照》、衛星地面設施和數
據中心設施，繼續擴大服務範圍，向用戶提供衛星電視廣播及上行服務、衛星電
訊服務及數據中心服務等，取得了良好協同效應。

業務展望
展望二零一八年，全球衛星轉發器市場仍處於競爭激烈的狀態。儘管如此，本集
團之亞太5號衛星、亞太6號衛星、亞太7號衛星及亞太9號衛星作為行業內的優質
衛星資源，衛星轉發器使用率亦將會維持在較高水平，加之更加強大的亞太5C衛
星和亞太6C衛星的加入，為本集團業務持續穩定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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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仍然非常穩健。下表載列截
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表現：

財務摘要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收入 1,207,440 1,229,933 -1.8%

毛利 740,361 737,345 +0.4%

除稅前溢利 621,792 607,303 +2.4%

股東應佔溢利 504,557 493,608 +2.2%

每股基本溢利（港仙） 54.20 52.92 +2.4%

EBITDA（附註1） 1,018,976 1,018,793 –

EBITDA利潤率(%) 84.4% 82.8% +1.6百分點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 967,117 802,982 +20.4%

總資產 7,325,765 6,463,035 +13.3%

總負債 2,025,085 1,613,841 +25.5%

每股資產淨值（港元） 5.69 5.20 +9.4%

資產負債比率(%) 27.6% 25.0% +2.6百分點
流動資產比率 3.55倍 2.86倍 +0.69倍

附註1：EBITDA是指扣除利息開支和其他財務成本、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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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收入 1,172,439 1,190,819 -1.5%

提供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收入 25,711 20,258 +26.9%

服務收入 9,290 18,856 -50.7%
   

總計 1,207,440 1,229,933 -1.8%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入為1,207,440,000港元，較上
年度減少1.8%。毛利增加主要由於亞太9號衛星在軌保險費用減少。股東應佔溢
利增加2.2%至504,557,000港元，增加主要由於本年度財務成本由去年之財務成本
9,283,000港元減少至零港元。

其他淨收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及其他利息收入 12,143 13,784 -11.9%

外幣匯兌溢利╱（虧損） 3,427 (5,177) +166.2%

有關物業之租金收入（減去直接開支） 1,325 1,153 +14.9%

其他服務收入 1,189 3,993 -70.2%

其他收入 596 450 +32.4%
   

總計 18,680 14,203 +31.5%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淨收入總額增加31.5%至18,680,000

港元。增加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兌港元滙率
已升值，由去年的外幣匯兌虧損5,177,000港元轉為確認外幣匯兌溢利3,42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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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成本由二零一六年之財務成本
9,283,000港元減少至零港元，減少主要是由於支付亞太5C及亞太6C衛星有關之財
務成本16,214,000港元已於年內資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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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市值，餘下的141,651,429股中國新華電視控
股有限公司普通股股份投資之公允價值重新計量為7,366,000港元，公允價值虧損
16,573,000港元已於損益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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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稅項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稅項支出與二零一六年之113,695,000港
元比較增加至117,235,000港元，主要由於本年度之香港遞延稅項增加所致。本集
團之稅項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8。

EBITDA

由於服務成本減少，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EBITDA增加至
1,018,976,000港元，EBITDA利潤率由82.8%增加至84.4%。

資本開支、資金流動性、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
為466,27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511,243,000港元）。主要資本開支是亞太6C衛星
之建造費、租賃物業裝修的付款及新增設備。以上資本性支出的資金來源主要為
自有資金、經營業務所得之資金及銀行借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四日，亞太通信衛星有限公司（「亞太通信」）（作為借款人）與
本公司（作為保證人）與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就一筆合共總額最高為
215,600,000美元（相等於1,681,680,000港元）之貸款（「二零一六年融資」）訂立一項
融資協議。二零一六年融資包括三部份：定期貸款最高130,000,000美元（相等於
1,014,000,000港元）（「定期貸款」）、循環貸款最高70,000,000美元（相等於546,000,000

港元）及其他貿易安排貸款最高15,600,000美元（相等於121,680,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融資將運用於亞太通信的營運資金，包括但不限於現有銀行借款的償還、
衛星的採購、衛星的發射服務及該等項目的營運資金。二零一六年融資以亞太6C

衛星之保險索償所得作為抵押。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根據二
零一六年融資內的定期貸款提取107,602,000美元（相等於839,296,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 65,302,000美元（相等於509,356,000港元））。定期貸款的還款期為自首次
提款當日後二十四個月起分七個半年分期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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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四日，亞太通信（作為借款人）與本公司（作為保證人）
與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就一筆10,000,000美元（相等於78,000,000港元）之循
環貸款訂立一項融資協議。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該循環貸款額度增加至
25,000,000美元（相等於195,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已就該貸款提取10,000,000美元（相等於78,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10,000,000

美元（相等於78,000,000港元））。循環貸款的還款期為自提款日起計一年內還款。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借貸（已扣除未攤銷之財務成本）約為
913,463,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582,241,000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總借貸增加約331,222,000港元，主要原因是本集團為支
付亞太5C及6C衛星之建造費所致。

本集團債務（已扣除未攤銷之財務成本）到期償還概況如下：

償還年期 港元

一年內償還或按通知 111,572,000

一年後但五年內償還 801,891,000
 

913,463,000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負債為2,025,085,000港元，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411,244,000港元，主要原因是銀行貸款中的定期貸款
增加。因此，資產負債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增加至27.6%，比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2.6個百分點。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淨現金流入277,700,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淨支出327,318,000港元），此淨現金流入包括經營活動淨現金流入
659,614,000港元及融資活動中的淨現金流入234,799,000港元，對沖了投資活動中
的淨現金支出618,228,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約967,117,000港元之現金及銀行存
款，其中92.8%為美元、4.1%為人民幣及3.1%為港元及其他貨幣，包含531,253,000

港元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結餘435,864,000港元。該
等款項連同業務經常性現金流量使本集團足以應付未來年度之債務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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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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兌港元已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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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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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任何有抵押銀行存款與年內之若干商業安排
有關（二零一六年：39,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間銀行向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出具保證函，
乃由本集團之物業作抵押，其賬面淨值約3,375,000港元（二零一六年：3,491,000港
元）。

資本承諾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主要是關於亞太5C衛星、亞太
6C衛星及投資聯營公司，有關項目並未於本集團財務報表撥備。當中的
194,66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94,667,000港元）為已授權但未訂約，及
912,969,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780,815,000港元）為已訂約。

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或然負債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19。

報告期末後之非調整事項

報告期末後，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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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4 1,207,440 1,229,933

服務成本 (467,079) (492,588)
  

毛利 740,361 737,345

其他淨收入 6 18,680 14,203

重估投資物業的溢利╱（虧損） 1,214 (531)

行政開支 (121,985) (118,732)
  

經營溢利 638,270 63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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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6,573) (15,723)

財務成本 7(a) – (9,283)

攤分聯營公司溢利 95 24
  

除稅前溢利 7 621,792 607,303

稅項 8 (117,235) (113,695)
  

年度及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504,557 493,608
  

每股溢利
基本及攤薄 10 54.20仙 52.92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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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年度溢利 504,557 493,608
  

本年其他全面收益 
（除稅及作出重新分類調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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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86 (8,687)

  

本年其他全面收益 26,786 (8,687)
  

本年總全面收益 531,343 48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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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4,460,788 4,395,237
投資物業 11,900 10,686
無形資產 12 133,585 133,585
合營企業權益 490 490
聯營公司權益 360,351 167,509
會所會籍 380 380
預付費用 13 1,030,819 768,897
遞延稅項資產 259 325

  

5,998,572 5,477,109
  

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金融資產 15 7,366 23,939
應收貸款 14 120,000 –
應收貿易賬款（淨） 16 203,832 127,17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8,878 31,835
已抵押銀行存款 – 39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結餘 435,864 549,39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1,253 253,553

  

1,327,193 985,926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17 83,342 105,424
已收預繳租金 103,274 99,333
一年內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111,572 78,000
本年稅項 75,904 61,620

  

374,092 344,377
  

流動資產淨值 953,101 641,54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轉結 6,951,673 6,118,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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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承前 6,951,673 6,118,658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801,891 504,241

已收按金 75,203 78,619

遞延收入 87,603 89,658

遞延稅項負債 686,296 596,946
  

1,650,993 1,269,464
  

資產淨值 5,300,680 4,849,19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 93,081 93,101

股份溢價 1,235,362 1,236,081

繳入盈餘 511,000 511,000

重估儲備 4,017 4,017

匯兌儲備 19,822 (6,964)

其他儲備 442 442

累計溢利 3,436,956 3,011,517
  

總權益 5,300,680 4,849,194
  

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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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列示）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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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 93,271 1,242,722 511,000 4,017 1,723 442 2,597,190 4,450,365

二零一六年之權益變動：
年度溢利 – – – – – – 493,608 493,608
其他全面收益 – – – – (8,687) – – (8,687)        

總全面收益 – – – – (8,687) – 493,608 484,921        

核准上年度的股息（附註9(ii)） – – – – – – (46,636) (46,636)
本年度宣派股息（附註9(i)） – – – – – – (32,645) (32,645)
股份回購（附註18(b)） (170) (6,641) – – – – – (6,811)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結餘 93,101 1,236,081 511,000 4,017 (6,964) 442 3,011,517 4,849,19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 93,101 1,236,081 511,000 4,017 (6,964) 442 3,011,517 4,849,194

二零一七年之權益變動：         
年度溢利 – – – – – – 504,557 504,557
其他全面收益 – – – – 26,786 – – 26,786

        

總全面收益 – – – – 26,786 – 504,557 531,343
        

核准上年度的股息（附註9(ii)） – – – – – – (46,540) (46,540)
本年度宣派股息（附註9(i)） – – – – – – (32,578) (32,578)
股份回購（附註18(b)） (20) (719) – – – – – (739)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結餘 93,081 1,235,362 511,000 4,017 19,822 442 3,436,956 5,30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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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列示）

附註：

1 一般資料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的地址為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為香港新
界大埔大埔工業邨大貴街22號。本公司的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
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持有、經營、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
關服務、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及其他服務。

2 合規聲明及編撰財務報表之準則

本公告所載的綜合業績並不構成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但是摘錄自該等綜合財務報表。

本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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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頒佈所
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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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源自並且與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是一致的，因此本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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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規定而編撰。本綜合財務報表也符合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3 會計政策之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這些修訂在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
首次生效。這些修訂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並無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因應相關變動而於其後頒佈的相等的新訂及經修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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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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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收入乃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及其他服務已收及應收收入。
年內各項收入之數額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收入 1,172,439 1,190,819

提供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收入 25,711 20,258

服務收入 9,290 18,856
  

1,207,440 1,229,93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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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的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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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客戶基礎多元化，當中有兩名客戶的交易金額各佔本集團收益超過10%。於截至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66,728,000元（二零一六年：265,163,000元）的收益是
來自此等客戶及歸屬於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

地區分部

本集團的經營資產主要包括其已投入服務以向多個地點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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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本集團衛星營運業務廣播覆蓋範圍廣泛的性質，各個國家的
衛星覆蓋範圍信息可能並非始終可用，獲取此類信息的成本可能過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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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帶來之收入分別為121,873,000元、312,253,000元、
578,286,000元及195,028,000元（二零一六年：分別為137,456,000元、310,034,000元、
557,898,000元及224,54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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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淨收入

其他淨收入主要包括以下各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1,651 11,844

其他利息收入 492 1,940

外幣匯兌溢利╱（虧損） 3,427 (5,177）
有關物業之租金收入（減去直接開支56,000元 

（二零一六年： 50,000元）） 1,325 1,153

其他服務收入 1,189 3,993

其他收入 596 450
  

18,680 14,203
  

7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之利息 15,284 9,993

其他借貸成本 930 4,300
  

16,214 14,293

減： 已資本化入帳預付款及在建 

工程之借貸成本* (16,214) (5,010)
  

– 9,283
  

* 借貸成本已以每年1.75%－2.88%資本化（二零一六年：1.5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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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b)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核數及相關服務 1,134 1,135

－稅務服務 134 134

－其他服務 14 14

折舊 399,783 400,11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817 69

經營租約支出：最低租金支付金額
－土地及樓宇及設備 591 633

－衛星轉發器容量 28,548 39,587

確認╱（撥回）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 

應收款項之減值損失 6,416 (1,853)
  

8 綜合損益表內之稅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本年度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稅項 26,834 17,826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17,826) –
  

9,008 17,826
  

本年度稅項－香港境外

本年度稅項 19,083 18,507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272) (2,496)
  

18,811 16,011
  

遞延稅項－香港 89,416 79,858
  

實際稅項費用 117,235 113,695
  

稅項乃按有關司法管轄區適用之現行稅率計算。

有關二零一七年香港利得稅是以16.5%的稅率計算。

香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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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而產生的利得稅及預提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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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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本年度作出撥回。

有關香港利得稅的遞延稅項是按本年的估計暫時差異以16.5%（二零一六年：16.5%）的稅率
計算。

9 股息

(i) 本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東之股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已宣派及派付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3.50仙 

（二零一六年：3.50仙） 32,578 32,645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10.50仙（二零一六年：5.00仙） 97,735 46,540
  

130,313 79,185
  

由於末期股息是於報告期末後擬派，因此有關股息並未於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ii)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年度核准及支付的本公司股東之股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年度核准及支付的末期 

股息每股普通股5.00仙（二零一六年：5.00仙） 46,540 4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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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溢利

(a) 每股基本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年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504,557,000元（二零一六年：
493,608,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930,831,000普通股（二零一六年：
932,701,000普通股）計算如下：

(i)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股 千股

於一月一日的已發行普通股 931,009 932,711

股份回購的影響（附註18(b)） (178) (1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30,831 932,701
  

(b) 每股攤薄溢利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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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a) 添置在建工程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在建工程增加是主要關於通訊衛星亞太6C

衛星而金額為437,620,000元（二零一六年：466,483,000元）。按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
月十八日之公佈所述，亞太通信，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七日
訂立衛星採購合同以建造亞太6C衛星。亞太6C衛星是亞太6號衛星的接替衛星並計劃
於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發射。

(b) 減值虧損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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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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無形資產

所收購無形資產（不予攤銷）之賬面值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軌道位置 133,585 13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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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形資產並無減值需要。

無形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是根據使用價值計算法估計。此等計算法使用建基於已經管理層
認可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預算及業務計劃的現金流量預測。二零一七年以後的
現金流量是根據來自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的已敲定服務協議的收益而推算並且按普遍預期
及集團可達到之行業增長率而預測。就現金流量預測使用的貼現率為10.27%（二零一六年：
10.72%）。

13 預付費用

預付費用乃指預付的轉發器租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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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項目下之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內。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非流動預付費用於一月一日之結餘 768,897 247,941

年內之變動：
－添置 271,585 534,356

－轉撥至流動部分（列賬流動資產項目下之按金、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內） (9,663) (13,400)
  

非流動預付費用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030,819 768,897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亞太通信與一名第三方訂立衛星轉發器協議，內容有關以
118,826,696美元（相等於926,848,000元）的租賃價格全壽命租賃亞太5C衛星的36.204個轉發
器。在建的亞太5C衞星是亞太5號衞星的接替衞星。年內，已就亞太5C衛星新增預付費用
34,819,000美元（相等於271,588,000元）（二零一六年：63,069,000美元（相等於491,939,000

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亞太5C衛星已確認預付款共109,174,000美元（相等
於851,557,000元）（二零一六年：74,355,000美元（相等於579,96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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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貸款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一日，亞太通信訂立貸款協議，內容有關向亞太星通之附屬公司提供
本金金額為345,462,000元的無抵押貸款。貸款利率按4.75厘之年利率計息（相等於貸款協議
日期當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一年期至五年期貸款的基準利率之利率）。該貸款將以現金或
按協定兌換率抵銷本集團應向亞太星通支付之出資的等額款項之方式償還。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亞太星通之附屬公司已提取本金為120,000,000元之貸款。

15 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所持有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普通股股份投
資之公允價值按年末之市場價值重新計量為7,366,000元（二零一六年：23,939,000元），公允
價值虧損16,573,000元（二零一六年：15,723,000元）計入損益。

16 應收貿易賬款（淨）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之信貸期一般為從收入確認日起計之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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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30日內 57,707 38,716

31–60日 31,280 19,070

61–90日 23,366 11,557

91–120日 30,474 8,661

超過120日 61,005 49,166
  

203,832 127,170
  

預期一年內收回應收貿易賬款。

17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根據報告期末之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3 個月內到期之應付款項 25,033 46,546

應計支出 58,309 58,878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83,342 105,424
  



23

18 股本

(a) 法定及已發行股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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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009 93,101 932,711 93,271

購回股份 (200) (20) (1,702) (17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930,809 93,081 931,009 93,101
    

(b) 購回股份

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內於聯交所購回了普通股如下：

月╱年 購回股份數目 每股最高價 每股最低價 已付總金額
元 元 千元

十二月╱二零一六年 1,702,000 4.09 3.90 6,811

一月╱二零一七年 200,000 3.68 3.67 739

上述股份已於購回時註銷，故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已相應削減該等股份之面值。購回之
溢價已自股份溢價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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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或然負債

本公司已就銀行向亞太通信授予之銀行融資作出擔保。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亞
太通信已動用之銀行融資款額為917,296,000元（二零一六年：587,356,000元）。

二零一七年六月，亞太通信收到第三方向美國紐約縣之紐約州最高法院提出的傳票及申訴，
就其向客戶提供轉發器服務時，涉嫌商標侵權的行為提出訴訟，對方索賠額達12,200,000美
元左右（相等於95,160,000元）。亞太通信駁斥就該索賠的任何責任。根據獲得的法律意見，
本公司之董事會認為最高法院會判定亞太通信敗訴的機會不大。另外，根據亞太通信與該
客戶之服務協議，萬一法院判定亞太通信敗訴，亞太通信有權就向客戶提供相關服務有關
的損失或損害索賠尋求該客戶的賠償。因此，並沒有就對這項索賠作出任何撥備。亞太通
信由二零一七年六月始，已提交了撤銷申訴動議及其它相關文件以積極應訴。截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此案件仍待法院的裁決。

20 財務狀況表結算日後事項

董事會於報告期末後宣派末期股息，總額為97,735,000元，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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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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資源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用111名員工。本集團持續為員工
安排在職培訓，並按各僱員之職責及市場情況定期檢討薪酬政策。

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在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四）召開的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上，本集團
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及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告。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並已審
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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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呂敬文博士（主席）、林
錫光博士、崔利國先生及孟興國博士。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二零一七年度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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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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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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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 在本財務年度，李忠寶先生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獲本公司委任為非
執行董事以填補臨時空缺。為了維持本集團董事職務的持續性，並按本集
團的要求，他未有遵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第A.4.2條的規定在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十四日召開的首次股東大會中辭任其董事職務，以便重選。然而，
他將會在股東週年大會中按照本公司章程細則第86(2)條規定辭任董事職務，
並願重選連任。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回購且註銷本公司股份200,000

股。除此之外，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
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日期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七日（星期四）至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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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確定有權出席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三）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股東名
單。所有適當填妥的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星
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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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樓。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星期三）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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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派末期股息的資格，所有適當填妥的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
一八年六月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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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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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年報，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之網頁 (www.hkexnews. com) 及本公司之網頁
(www.apstar.com)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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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二零一七年本集團繼續錄得營業額增長及可觀盈利，借此機會向亞太衛星之客戶
給予本集團的支持深表感謝，向各位董事和全體員工為本集團之發展所作出的貢
獻和努力表示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袁洁
主席

香港，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程广仁（總裁）
齊 良（副總裁）

非執行董事：
袁 洁（主席）
林 暾
尹衍樑
李忠寶
付志恒
林建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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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興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