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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代號1045）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公司，全資擁
有亞太通信衛星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子公司統稱為「亞太衛星集團」）。

亞太衛星集團自一九九二年開始營運，現運營亞太5C、亞太6C、亞太7號和亞太9號衛星，並通過聯
營公司亞太衛星寬帶通信（深圳）有限公司運營亞太6D衛星。亞太衛星系统覆蓋亞洲、歐洲、非洲和
大洋洲等全球75%以上人口之地區，為廣播和電信客戶提供優質的衛星轉發器、衛星通信與衛星電
視廣播傳輸服務。

亞太衛星集團擁有先進的亞太衛星系統，提供周致和高品質的服務，使亞太衛星集團成為亞太地區
領先的優秀衛星運營商。

如欲索取進一步資料，請聯絡我們：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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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investors@apstar.com（投資者關係部）
 aptmk@apstar.com（市場及銷售部）
網址： www.apstar.com



01         中期報告 2022

目錄

公司資料 2

主席報告書 3

財務回顧 7

中期財務報告 11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11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12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13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15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16

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17

其它資料 29

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33



02中期報告 2022         

公司資料
董事
執行董事
程广仁（總裁）（於2022年3月30日辭任）
齊良（副總裁）（於2022年3月30日辭任）
汪鴻濱（總裁）（於2022年3月30日委任）
閆釗（副總裁）（於2022年3月30日委任）

非執行董事
李忠寶（主席）
林暾（於2022年5月31日辭任）
尹衍樑
付志恒
林建順
何星
林成廣（於2022年5月31日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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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秘書
劉翠玲

授權代表
程广仁（於2022年3月30日辭任）
汪鴻濱（於2022年3月30日委任）
劉翠玲

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呂敬文（主席）
林錫光
崔利國
孟興國

提名委員會成員
林錫光（主席）
齊良（於2022年3月30日辭任）
閆釗（於2022年3月30日委任）
呂敬文
崔利國
孟興國

薪酬委員會成員
呂敬文（主席）
齊良（於2022年3月30日辭任）
閆釗（於2022年3月30日委任）
林錫光
崔利國
孟興國

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按《財務匯報局條例》下的 
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薛馮鄺岑律師行

主要股份登記及過戶處
Ocorian Management (Bermuda) Limited
Victoria Place 5th Floor
31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0
Bermuda

香港股份登記及過戶分處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
夏愨道16號
遠東金融中心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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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及銷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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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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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及獨立核數師審閱。

中期業績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收入為498,40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50,039,000港元），較上年度同期增加10.75%。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i）在馬來西亞之業務
增長；及ii）從某區域部分客戶轉移之業務，這些客戶在其原有的服務供應商處經歷了衛星故障。
股東應佔溢利為133,808,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0,478,000港元），
較上年度同期增加11.06%。每股基本溢利及每股攤薄溢利皆為14.41港仙（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97港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定按每股普通股5.00港仙之比率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4.00港仙）。本集團之中期股息詳情載於
本報告附註7。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一日（星期二）或前後派發予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星
期三）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於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業務回顧
在軌衛星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之在軌亞太系列衛星包括亞太5C衛星、亞太6C衛星、亞太7號衛
星、亞太9號衛星和亞太6D衛星（由本集團之聯營公司亞太衛星寬帶通信（深圳）有限公司（「亞
太星通」）運營），及地面衛星測控系統均保持良好運行狀態，持續為本集團之客戶提供穩定
及可靠的優質服務。

本集團衛星組合構成了對亞洲、歐洲、非洲和大洋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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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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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5C衛星

亞太5C衛星定點於東經138度軌道位置，搭載63個轉發器（包括C、Ku及Ka頻段），覆蓋整個
亞太地區。衛星載有覆蓋東南亞地區的高通量波束，為區域內用户提供更優質的寬帶通信服務。
亞太5C衛星是本集團與Telesat Canada合作共建的衛星項目，本集團擁有該衛星約57%的權益。

亞太6C衛星

亞太6C衛星定點於東經134度軌道位置，搭載45個轉發器（包括C、Ku及Ka頻段），覆蓋整個
亞太地區。

亞太7號衛星

亞太7號衛星定點於東經76.5度軌道位置，搭載56個轉發器（包括C及Ku頻段），覆蓋亞太地區、
中東、非洲及部分歐洲地區。

亞太9號衛星

亞太9號衛星定點於東經142度軌道位置，搭載46個轉發器（包括C及Ku頻段），覆蓋整個亞太
地區。

亞太6D衛星

亞太6D衛星（由「亞太星通」）運營）定點於東經134度軌道位置。亞太6D衛星是首顆為衛星移
動業務優化的高通量衛星，衛星搭載高通量多波束並具備獨有和先進的性能，可為中國及整
個亞太區提供優質的寬帶衛星服務。

新衛星項目

亞太6E衛星

本集團與其他投資者於二零二零年訂立協議成立實體開展亞太6E衛星項目，該實體亞太星聯
衛星有限公司（「亞太星聯」）作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已於二零二一年內在香港成立，本集團經
其他投資者授權批准訂立的亞太6E號衛星合同（「衛星合同」）下的所有責任和權利已轉讓及轉
移給亞太星聯。亞太6E衛星採用東方紅三號E衛星平臺並搭載高通量載荷，適合提供寬帶衛星
業務並具備較好的性能價格比，衛星建造過程順利，預計於二零二三年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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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設施

配合高通量衛星發展策略，本集團已在香港、澳大利亞、印尼及馬來西亞等地建成或獲取關
口站服務能力，並向客戶提供服務。關口站作為連接高通量衛星和地面網路的關鍵設施，承
載高通量衛星用戶數據的傳輸和交換，可支援亞太系列高通量衛星，並預留擴展支援其他衛
星系統的能力。關口站設施極大提升本集團在亞太地區天地一體化的服務能力，有利於保持
本集團在衛星品質和整體服務能力的競爭優勢。

本集團已於香港舂坎角開展衛星地面站建設。舂坎角衛星地面設施將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地
面設施服務能力，同時作為本集團在大埔測控站的備份設施，亦可消除未來大埔測控站受5G
信號干擾的風險。

轉發器出租業務

二零二二年，全球和亞太地區的衛星轉發器市場仍然處於持續低迷狀態，衛星廣播電視和衛
星通信業務需求增長乏力，供過於求的狀況沒有得到改善，衛星轉發器頻寬出租價格仍然處
於較大幅度的下降趨勢。市場環境的變化，特別是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對全球經濟
的影響，致使一些衛星通信項目被推遲、延後和取消，對轉發器出租業務構成較大影響。

面對嚴峻的市場形勢，本集團努力克服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帶來的困難，積極拓展
新市場和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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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市場開發
力度，在中國內地市場、東南亞等市場取得了很好的進展，實現業務量的正向增長。

衛星電視廣播服務、衛星電訊服務、數據中心服務及關口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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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中心設施
和關口站設施，繼續擴大服務範圍，向用戶提供衛星電視廣播傳輸服務、衛星電訊服務、數
據中心服務、關口站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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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展望二零二二年下半年，全球和亞太地區衛星轉發器市場供大於求的競爭激烈狀態仍不會改
變，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對市場繼續構成很大影響，本集團在轉發器出租業務上也
將會面臨更大市場拓展壓力。本集團將會在大力拓展亞太5C衛星、亞太6C衛星、亞太7號衛
星及亞太9號衛星傳統衛星資源租賃業務的同時，更大範圍地開拓高通量衛星通信市場和業務，
進一步拓展衛星視頻綜合服務、衛星項目管理、頻率資源和衛星測控管理服務，以及關口站
運營服務等多品種業務。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繼續發揮健康財務狀況、資金充沛的優勢，在
完成亞太6E衛星項目和香港舂坎角衛星地面設施建設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和加大新的衛星項
目投資和新業務領域的拓展，進一步提升集團的競爭能力和服務能力，擴大業務領域和業務
範圍，保持業務持續穩定發展。

財務狀況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仍然穩健。詳情請參照本中期財務報告之財務
回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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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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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忠寶
主席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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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仍然穩健。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表現：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化
   

收入 498,402 450,039 +10.75%
毛利 251,454 218,984 +14.83%
除稅前溢利 168,264 148,492 +13.32%
股東應佔溢利 133,808 120,478 +11.06%
每股基本溢利（港仙） 14.41 12.97 +11.10%
EBITDA（附註1） 413,245 374,720 +10.28%
EBITDA利潤率(%) 82.9% 83.3% -0.40百分點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化

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 1,372,977 1,363,964 +0.66%
總資產 7,212,357 7,295,364 -1.14%
總負債 1,169,849 1,161,255 +0.74%
每股資產淨值（港元） 6.51 6.61 -1.51%
資產負債比率(%)（附註2） 16.2% 15.9% +0.30百分點
流動資產比率 6.61倍 6.65倍 -0.04倍

附註1： EBITDA是指前經營溢利扣除其他淨（虧損）╱收益、重估投資物業的虧損、出售物業、廠房及設
備之虧損、以及折舊及攤銷。

附註2： 資產負債比率是按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計算。

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化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收入 456,962 414,919 +10.13%
提供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收入 2,219 2,372 -6.45%
其他衛星相關服務收入 39,221 32,748 +19.77%

總計 498,402 450,039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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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度，本集團收入為498,40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50,039,000港元），較上年度同期增加10.75%。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i）在馬來西亞之業務
增長；及ii）從某區域部分客戶轉移之業務，這些客戶在其原有的服務供應商處經歷了衛星故障。
股東應佔溢利增加11.06%至133,808,000港元。

其他淨（虧損）╱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化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及其他利息收入 7,631 9,768 -21.88%
外幣匯兌虧損 (15,842) (4,575) +246.27%
有關物業之租金收入 681 701 -2.8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 22 -100.00%
其他收入 1,189 1,056 +12.59%

總計 (6,341) 6,972 -190.95%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淨（虧損）╱收益總額下降至虧損6,341,000港元。
減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外幣匯兌虧損顯著增加。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成本為3,096,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3,158,000港元）。財務成本包括本集團的租賃負債之利息，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1.96%。

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根據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市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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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1,000港元，公允價值收益708,000港元已於損益確
認。本集團之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計量之金融資產詳情載於本報告附註13。

稅項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稅項與上年度同期之28,014,000港元比較增加至
34,456,000港元。增加主要是由於期內香港利得稅撥備增加所致。本集團之稅項詳情載於本
報告附註6。

EBITDA

由於業務收入上升，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EB ITDA增加10.28%至
413,245,000港元，然而EBITDA利潤率由83.3%減少至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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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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9,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42,938,000港元）。主要資本開支是新增設備（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新增設備）。以上資本性支出的資金來源主要為自有資金及經營業務所得之資金。

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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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貸款融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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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根據二零
一六年融資全數清還貸款而定期貸款融資已於期後屆滿。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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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0美元（相等於93,600,000港元）之循環貸款訂立一項融資協議。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循環貸款並無未償還本金結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港元）。

亞太通信（作為借款人）與本公司（作為保證人）與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就一筆
100,000,000港元之循環貸款訂立一項融資協議。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循環貸款並無未
償還本金結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負債為1,169,849,000港元，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增加8,594,000港元，主要原因是本年租賃負債增加。因此，資產負債比率（負債總
額╱資產總額）上升至16.2%，比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升0.3個百分點。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淨現金支出400,725,000港元（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08,000港元），此淨現金支出包括經營業務淨現金流入
223,398,000港元。這被用於抵銷投資活動中的淨現金支出413,915,000港元及融資活動中的
淨現金支出210,208,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1,372,977,000港元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其中87.27%
為以美元計價、10.30%為人民幣、2.41%為港元及0.02%為其他貨幣。結餘包含291,9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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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47,000港元。連同本集團
可用的銀行貸款融資連同業務經常性現金流入，本集團可應付未來衛星及新項目的投資需求，
從而進一步拓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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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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兌港元匯率已貶值。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一間銀行向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出具保證函，乃由本集團之物業
作抵押，其賬面淨值為2,85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09,000港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已訂約資本承擔為215,68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23,658,000港元）。

報告期末後之非調整事項
報告期末後，董事建議派發中期股息，詳情載於本報告附註22。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人數109名（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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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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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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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3,4 498,402 450,039
服務成本 (246,948) (231,055)

毛利 251,454 218,984
其他淨（虧損）╱收益 5(a) (6,341) 6,972
重估投資物業的虧損 10 (687) (575)
行政開支 (49,241) (47,605)

經營溢利 195,185 177,776
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13 708 (425)
財務成本 5(b) (3,096) (3,15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4,533) (25,701)

除稅前溢利 5 168,264 148,492
稅項 6 (34,456) (28,014)

本期及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133,808 120,478

每股溢利 8
－基本及攤薄 14.41仙 12.97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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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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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本期溢利 133,808 120,478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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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31) 558
應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679 122,265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35,052) 122,823

本期總全面收益 98,756 24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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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以港元列示）

於
二零二二年

於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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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383,944 4,564,484
投資物業 10 9,676 10,821
無形資產 11 282,272 286,640
聯營公司權益 12 751,263 809,084
會所會籍 380 380
預付款項 99,265 95,378
遞延稅項資產 36 36

5,526,836 5,766,823

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金融資產 13 2,691 1,983
應收貿易賬款，淨 14 279,261 139,54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0,592 23,054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結餘 1,081,047 662,11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 291,930 701,847

1,685,521 1,528,541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17 98,839 100,763
遞延收入 42,370 46,758
應付股息 8,370 5,603
租賃負債 43,530 41,566
本期╱本年稅項 61,821 35,244

254,930 229,934

流動資產淨值 1,430,591 1,298,60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轉結 6,957,427 7,06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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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二年

於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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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7,427 7,065,430

非流動負債
已收按金 46,157 46,120
遞延收入 104,151 104,861
租賃負債 148,950 141,347
遞延稅項負債 615,661 638,993

914,919 931,321

資產淨值 6,042,508 6,134,10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 92,857 92,857
股份溢價 1,230,581 1,230,581
繳入盈餘 511,000 511,000
重估儲備 124,601 123,922
匯兌儲備 8,961 44,692
其他儲備 1,202 1,202
累計溢利 4,073,306 4,129,855

總權益 6,042,508 6,134,109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以港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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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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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92,857 1,230,581 511,000 4,017 20,805 1,202 4,080,045 5,940,507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溢利 – – – – – – 120,478 120,478
其他全面收益 – – – 122,265 558 – – 122,823

總全面收益 – – – 122,265 558 – 120,478 243,301

核准上年度股息（附註7(b)） – – – – – – (176,429) (176,429)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92,857 1,230,581 511,000 126,282 21,363 1,202 4,024,094 6,007,379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92,857 1,230,581 511,000 123,922 44,692 1,202 4,129,855 6,134,109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溢利 – – – – – – 133,808 133,808
其他全面收益 – – – 679 (35,731) – – (35,052)

總全面收益 – – – 679 (35,731) – 133,808 98,756

核准上年度股息（附註7(b)） – – – – – – (190,357) (190,357)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92,857 1,230,581 511,000 124,601 8,961 1,202 4,073,306 6,04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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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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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 253,895 266,135
已付香港利得稅 (18,677) (104,168)
已付海外稅項 (11,820) (10,237)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223,398 151,730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628) (10,072)
預付款項之增加 (5,327) (168,159)
已抵押銀行存款之增加 – (2)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結餘（增加）╱減少 (418,930) 206,556
投資活動產生之其他現金流量 11,970 9,301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413,915) 37,624

融資活動
已付租賃費用之資本要素 (19,522) (13,641)
已付租賃費用之利息要素 (3,096) (3,158)
已向本公司股東支付之股息 (187,590) (173,863)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10,208) (190,66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淨額 (400,725) (1,308)

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 701,847 613,037

匯率變動之影響 (9,192) (2,625)

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 291,930 60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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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以港元列示，另有指明則除外）

1. 編制基準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及本集團投資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的中期財務報告乃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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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

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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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並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聯交所」）的適用披露規定。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二二年
八月二十三日獲授權發佈。

本中期財務報告是按照二零二一年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的，惟預期將於二
零二二年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之變動詳情載於附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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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過往期間呈報的估計金額的性質及數額並無重大修訂。

本中期財務報告以港幣列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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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刊發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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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與二零二一年年度
綜合財務報表同時查閱。

本中期財務報告雖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的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立信德
豪」）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
財務資料」進行了審閱。立信德豪所致董事會的獨立審閱報告載於第33至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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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之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以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
修訂在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
參考概念框架

《國際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的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的收益

《國際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的修訂
繁重的合同－履行合同的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 
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
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於本期間應用提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
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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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年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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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並無向執行董事提供以資源分配和評估為目的其他獨立財務信息。因此，
只有實體範圍的披露、主要客戶和地區資料呈列。

本集團的客戶基礎多元化，當中有一名客戶的交易金額佔本集團收益超過10%（二零二一年：一
名）。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6,931,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2,866,000元）的收益是來自此客戶及歸屬於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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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非流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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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資產賬面值的實體範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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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可用，獲取此類信息的成本可能過高。因此，地區收入資料以地區層面呈
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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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之客戶在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帶來之收入分別為45,111,000元、235,747,000

元、170,597,000元及46,947,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為45,400,000元、
207,152,000元、136,900,000元及60,587,000元）。

4. 收入及業務的淡旺季因素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維護、經營、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及其他衛星相關服務。

客戶合同收入按服務項目分類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分期入賬：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收入 456,962 414,919

－提供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收入 2,219 2,372

－其他衛星相關服務收入 39,221 32,748

498,402 450,039

本集團的業務並無受到明顯的淡旺季波動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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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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a) 其他淨虧損╱（收益）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6,301) (7,165)

其他利息收入 (1,330) (2,603)

外幣匯兌虧損 15,842 4,575

有關物業之租金收入減去直接開支零元 

（二零二一年：41,000元） (681) (70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 (22)

其他收入 (1,189) (1,056)

6,341 (6,972)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b) 財務成本
租賃負債之利息 3,096 3,15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c) 其他項目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9,773 186,374

－使用權資產 16,410 12,599

攤銷 4,368 4,36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481 (22)

確認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回 (8,642) (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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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期稅項 43,510 21,732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289 503

43,799 22,235

本期稅項－香港境外
本期稅項 14,196 9,296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207) –

13,989 9,296

遞延稅項－香港 (23,332) (3,517)

實際稅項費用 34,456 28,014

稅項乃按有關司法管轄區適用之現行稅率計算。

除本集團的一家附屬公司為兩級利得稅稅率制度下的合資格公司外，有關二零二二年香港利得稅是
以16.5%的稅率計算（二零二一年：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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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預提稅項。

就其中一間附屬公司而言，首2,000,000元之應課稅溢利按8.25%的稅率徵稅，其餘應課稅溢利按
16.5%的稅率徵稅。該附屬公司之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二零二一年相同基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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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16.5%）的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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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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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於報告期末後擬派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00仙 

（二零二一年：4.00仙） 46,429 37,143

由於中期股息是於報告期末後擬派，因此有關股息並未於本報告日期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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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期間核准及支付的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50仙（二零二一年：19.00仙） 190,357 176,42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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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808,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120,478,000元）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928,573,000股（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928,573,000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溢利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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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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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a) 使用權資產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使用衛星轉發器容量和傳送服務訂立若干
租賃協議，因此確認增加使用權資產24,256,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779,000元）。

(b) 增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增購總成本為2,859,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2,938,000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包括在建工程但使用權資產除外）。
賬面淨值為562,000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已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出
售（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00元）產生出售虧損481,000元（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收益22,000元）。

(c) 減值虧損

本集團對物業、廠房及設備進行減值測算並認為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無確認減值虧損。

10. 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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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開市值基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重估為9,676,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0,821,000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公允價值變動包括重估虧
損為687,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75,000元）及匯兌虧損為458,000元（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匯兌收益433,000元）已於損益內確認。

11. 無形資產

無限期使用壽命的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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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無需攤銷。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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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為
無確認減值虧損。

租賃無形資產－軌道位置

期內攤銷費用4,368,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368,000元）已計入簡明綜合損
益表中的「服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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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聯營公司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本集團訂立出資人協議，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深圳市成立亞太
衛星寬帶通信（深圳）有限公司（「亞太星通」）。亞太星通的註冊資本總額為人民幣2,000,000,000元（相
等於2,454,000,000元），當中人民幣600,000,000元（相等於736,000,000元）已由本集團承諾出繳（佔
亞太星通股權30%）。有關詳情可參閱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四日本公司
就成立亞太星通所發表的公告。

亞太星通的主要業務是建造和發展全球高通量衛星通信系統。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亞太
星通參與製造、交付和發射亞太6D衛星項目，本集團的出資額為人民幣600,000,000元（相等於
736,00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00,000,000元（相等於736,000,000元））。亞
太星通以權益法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入賬。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在香港成立亞太星聯衛星有限公司（「亞太星聯」）簽訂了投資
者協議。亞太星聯註冊資本總額為30,000,000美元（相等於234,000,000元），其中本集團已承諾出
資6,000,000美元（相等於46,800,000元），佔亞太星聯20%股權。亞太星聯的主要業務是建造和發展
全球高通量衛星通信系統。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亞太星聯參與採購及發射亞太6E衛星項目，
本集團出資額為6,000,000美元（相等於46,80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00,000美元
（相等於46,800,000元））。亞太星聯以權益法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入賬。

13. 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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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期末之市場價值重新計量為2,691,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83,000元），確認公允
價值收益708,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公允價值虧損425,000元）計入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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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貿易賬款，淨

於報告期末，根據收入確認日及扣除減值損失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二年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30日內 214,797 104,656

31–60日 17,103 1,400

61–90日 17,683 2,677

91–120日 5,573 4,595

超過120日 24,105 26,212

279,261 13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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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預期於報告期末
起一年內收回。

15.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一間銀行向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出具保證函，乃由本集團之物業作抵押，
其賬面淨值為2,851,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09,000元）。

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
二零二二年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原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 66,265 484,278

銀行結存及現金 225,665 217,569

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之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1,930 70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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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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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預期於報告期末起一年內清繳。

18. 股本

法定及已發行股本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千股 千元
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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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928,573 92,857 928,573 92,857

19. 公允價值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報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將公允價值計量分為三個等級
的公允價值等級。將公允價值計量分類之等級乃參考如下估值方法所用輸入數據之可觀察程度及重
要性後釐定：

• 第一級估值： 僅使用第一級輸入數據（即於計量日期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未經調整
報價）計量之公允價值

• 第二級估值： 使用第二級輸入數據（即未能達到第一級之可觀察輸入數據）且並未使用重大
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之公允價值。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為無市場數據提供下
之輸入數據

• 第三級估值： 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之公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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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允價值計量（續）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資產       

投資物業（附註10） – – 9,676 – – 10,821

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計量 

之金融資產（附註13） 2,691 – – 1,983 –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公允價值等級
中的等級間轉移。本集團之政策為於發生轉撥之報告期內的期末確認公允價值等級中的等級間轉移。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有其他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列賬金額與本
身的公允價值均無重大差異。

20. 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有以下尚未撥備之未履行資本承擔：

於
二零二二年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已訂約的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215,683 22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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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與關連各方之重大交易

本集團期內與關連各方訂立之重大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就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提供衛星電訊服務 

而來自同集團附屬公司之收入（附註(i)） 183,798 143,791

就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衛星電訊服務 

而來自本公司一名股東之控股公司之收入（附註(i)） 3,360 3,735

就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衛星電訊服務 

而來自一間聯營公司之收入（附註(i)） 18,307 8,153

就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衛星電訊服務 

而來自一間聯營公司之附屬公司之收入（附註(i)） 10,651 12,301

就提供技術支持及項目管理服務 

而來自一間聯營公司之收入（附註(ii)） 1,983 7,286

向一間同集團附屬公司支付管理費用（附註(iii)） (380) (659)

向同集團附屬公司支付衛星轉發器容量及 

衛星電訊服務的款項（附註(iv)） (4,086) (2,456)

向一間聯營公司支付衛星轉發器容量及 

衛星電訊服務的款項（附註(iv)） (208) –

向一間聯營公司之附屬公司支付衛星轉發器容量及 

衛星電訊服務的款項（附註(iv)） (10,506) –

附註：

(i) 該等轉發器容量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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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期內，向一間聯營公司提供技術支持及項目管理服務所收取的收入。

(iii) 於期內，管理費是就獲提供之服務而支付予一間同集團附屬公司。

(iv) 於期內，轉發器容量服務成本是就獲提供的服務而支付予本同集團附屬公司、一間聯營公司
及一間聯營公司之附屬公司。

22. 報告期末後之非調整事項

董事於本中期報告結束後宣派中期股息，總額為46,429,000元，有關詳情載於附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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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資料
主要股東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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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附註 股份權益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1 508,950,000 54.80
中國衛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 495,450,000 53.35
APT Satellite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3 481,950,000 51.90
Temasek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 4 51,300,000 5.53
新加坡電信有限公司 4 51,300,000 5.53
Singasat Private Limited 4 51,300,000 5.53

附註：

1.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航天」）因下列各項被視為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

(a) 中國航天通過直接及間接持有中國衛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衛通」）89.82%權益，(i)間接
持有APT Satellite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APT International」）42.86%權益；及(ii)透
過持有中國衛星通信（香港）有限公司100%權益，間接持有本公司13,500,000股股份（約1.45%

的權益）；

(b) 中國航天透過持有中國長城工業集團有限公司100%權益，間接持有APT International 14.29%

權益；及

(c) 中國航天直接持有本公司13,500,000股股份（約1.45%的權益）。

2. 中國衛通因下列各項被視為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

(a) 中國衛通持有APT International 42.86%權益；及

(b) 中國衛通透過持有中國衛星通信（香港）有限公司100%權益，間接持有本公司13,500,000股股
份（約1.45%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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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PT International直接持有本公司481,950,000股股份（約51.90%的權益）。

4. Temasek Holdings（Private) Limited（「Temasek」）透過其受控制法團而被視為擁有本公司股份權
益，即Temasek於新加坡電信有限公司（「新加坡電信」）之52.20%權益，而新加坡電信則透過持有
Singasat Private Limited之100%權益而視為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Singasat Private Limited持有APT 

International 28.57%權益並直接持有本公司51,300,000股股份（約5.53%的權益）。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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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者任何聯營公司（定義
見《證劵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視作擁有而須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
劵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之好倉及淡倉權益如下：

董事及主要
行政人員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孟興國（「孟博士」） 個人 438,000(1)

附註：

(1) 根據《證劵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涵義，由於孟博士之配偶擁有本公司438,000股的權益，故孟博士
被視為持有該批股份之權益。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遵照《證劵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存置之登記冊所載，概無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
劵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作擁有，或根據《證劵及期貨條例》
第XV部及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之好倉及淡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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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之變更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董事資料之變動及更新如下：

－ 程廣仁先生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兼總裁、授權代表。

－ 齊良先生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副總裁， 及提名委員會及薪酬
委員會成員。

－ 汪鴻濱先生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總裁、授權代表。
汪先生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起獲委任為亞太衛星寬帶通信（深圳）有限公司（「亞太星
通」）董事及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二日起獲改任為亞太星通董事長。汪先生於二零二二
年五月十三日起不再任中國衛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衛通」），乃是APT Satellite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APT International」）之股東， 及一家於中國上海證劵交
易所上市企業（股份編號：601698）之副總經理。

－ 閆釗先生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副總裁， 及提名委員會
及薪酬委員會成員。閆先生亦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起獲委任為亞太星通董事。閆先
生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起不再任中國衛通企業發展部部長及於二零二二年四月
二十九日起不再任鑫諾衛星通信有限公司（中國衛通之全資附屬公司）之董事。彼亦於
二零二二年五月九日起不再任星航互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之董事（中國衛通之附屬公
司）及中國星網網絡應用有限公司之董事。

－ 林暾先生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 林成廣先生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除上述內容外，本公司並無其他資料需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作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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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
治守則》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下列守則條文除外：

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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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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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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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
會計原則與慣例，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
報告，並討論審核與內部監控事宜。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呂
敬文博士（主席）、林錫光博士、崔利國先生及孟興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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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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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已審閱載於第11頁至第28頁的中期財務資料，該等財務資料包括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與
其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
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重大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說明附註（「中期財務資料」）。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必須符合其相關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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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或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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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規定（視乎該公司是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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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由於 貴集團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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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資料。

本所的責任為根據審閱的結果，對該等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本報告乃按照雙方於應聘書
內協定的條款僅向整體董事會報告本所的結論，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本所不會就
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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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範圍

本所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閱
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工作。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工作主要包括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
員作出查詢，及進行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小於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
的範圍，故不能令本所保證本所將知悉在審計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本所不
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本所的審閱工作，本所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致本所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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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游淑婉
執業證書編號P06095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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