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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業績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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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制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經審核業
績。

業績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年度，本集團營業額及股東應佔虧損分別為
336,51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77,260,000港元）及135,564,000港元（二零零四年（重報）：
59,957,000港元）。每股基本虧損為32.80港仙（二零零四年（重報）：14.51港仙）。

股息
董事會考慮到二零零五年錄得虧損及未來業務的發展需要，不建議派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末期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在軌衛星，連同其地面測控、追蹤及指揮系統在期內運作正常。亞太VI號衛星於二
零零五年六月開通使用，進一步改善本集團在市場競爭的優勢。縱使亞太地區轉發器市場
供過於求而競爭激烈，本集團仍在使用率方面取得顯著增長。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亞太V號及亞太VI號衛星的使用率分別為68.5%及45%。

亞太VI號衛星
亞太VI號衛星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二日，成功發射。它是一枚高功率衛星，備有38個C頻
段及12個Ku頻段轉發器，定點於東經134度同步軌道位置，以取代亞太 IA衛星。該衛星提
供了寬𡚸的覆蓋區，其C頻段涵蓋中國、印度、東南亞、澳洲、南太平洋群島、關島及夏
威夷，而其Ku頻段專注於中國市場。由於中央電視台及其他著名的廣播商作為客戶的關
係，它具備有很強的鄰居效應，並將成為亞太地區最受歡迎的多種語言、多元文化的衛星
平台之一。它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七日開始商務營運，並預期操作壽命超過15年。亞太 IA衛
星的客戶已成功轉移至亞太VI號衛星。

亞太V號衛星
亞太V號衛星已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三日開始商務營運，定點於東經138度地球同步軌道，
預期操作壽命15.3年。亞太V號衛星是一枚高功率衛星，備有38個C頻段及16個Ku頻段轉發
器，該枚衛星的C頻段覆蓋中國、印度、東南亞、澳洲、南太平洋群島、關島及夏威夷；
其Ku頻段覆蓋中國大陸、印度、台灣及香港。此外，亞太V號衛星支持各種轉發器服務包
括直播衛星電視、互聯網及VSAT（超小口徑數據終端）多種業務，而且更有連接美國的中
樞橋樑的優點。

亞太V號衛星及亞太VI號衛星之投入使用，為客戶提供最先進及周致的衛星通訊及廣播服
務，將有效地提高本集團在衛星服務市場的競爭優勢。兩枚衛星廣受客戶歡迎，令本集團
在中國市場及海外市場取得新客戶，從而增加轉發器使用率。

亞太I號及 IA衛星
亞太I號及IA衛星已由本集團客戶使用，為本集團營業額造出貢獻。

與Intelsat組成市場及銷售戰略聯盟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日  Intelsat Limited（「國際衛星」）與本集團附屬公司亞太通信衛星
有限公司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結合雙方衛星隊伍共同拓展業務，同時推銷對方的衛星容量
和地面資源，以及共同提供廣播及電訊服務予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區市場。

此次的戰略合作有助國際衛星及其媒體和企業數據客戶，透過本集團兩枚新成功發射啟用
的亞太V號衛星和亞太VI號衛星覆蓋亞太區市場。而本集團亦可透過國際衛星共28枚衛星，
享用國際衛星於世界其他地區的衛星通訊容量，從而擴大本集團的覆蓋區及加強其為客戶
提供無遠弗屆的通訊服務。作為戰略聯盟協議的一部份，雙方亦同意探討開拓亞太區市場
（包括中國）的其他方案如 IPTV、上行服務。

組成此次的戰略聯盟將大大強化亞太衛星於區內的市場營銷力量。對本集團而言，是次聯
盟可為客戶提供更多和更廣泛的服務。

衛星電視廣播及上行服務
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亞太衛視發展有限公司（「亞太衛視」）提供衛星電視廣播及上行
服務。憑藉衛星電視上下行牌照成功建立衛星電視平台，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亞太衛視為區內廣播商提供多達53個衛星電視頻道上行及廣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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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地區內電訊營運商。亞太服務會繼續向香港及亞洲區電訊客戶包括
衛星營運商、電訊營運商、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及話音批發商，提供VSAT（超小口徑數據終
端）服務、話音批發服務、設施管理服務、以及Teleport Uplink Services （衛星地面站上下
行服務）。

廣播及上行服務與電訊服務均有助於透過提供「一站式」服務及擴充客戶群，從而增強本集
團競爭力。

數據中心服務
亞太衛星電訊有限公司（「亞太電訊」）為本集團與新加坡電訊有限公司共同控制企業，積極
為區內客戶提供數據中心服務。此數據中心服務將為本集團之電訊或廣播服務產生協同效
益。

業務展望
鑑於亞太地區經濟增長，二零零六年的轉發器需求將穩定增長。預期客戶及轉發器的使用
率將有所增加；並且，本集團電訊服務及廣播服務亦將穩步增長。同時，市場競爭會因供
過於求而仍然激烈，轉發器價格仍會持續受壓。本集團預期在二零零六年亞太V號衛星及
亞太VI號衛星使用率將持續增加及市場份額得以進一步擴展。

財務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財務狀況仍健全，負債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
額）約為43%，資金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 1.63倍。本集團股東應佔權益為
2,058,625,000港元。本集團持有可動用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326,440,000港元，已抵押銀行
存款為68,699,000港元。二零零五年資本支出約為524,46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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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請參閱
本公司即將刊發之二零零五年報所載企業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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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本集團之營業額增長21.4%，從二零零四年的277,260,000港元至二零零五年的336,512,000
港元，增加了59,252,000港元。主要是增加了部分亞太V號及亞太VI號衛星容量使用合同致
使營業額增加。

其他淨收入
其他淨收入由二零零四年的9,332,000港元增加了21,499,000港元至二零零五年的30,831,000
港元。主要包括了由一建造商支付了一筆因延遲交付亞太VI號衛星之補償收入15,600,000
港元，及利息收入亦增加。

經營支出
本集團之總服務成本增加了56,438,000港元，增幅為23.1%，由二零零四年的244,755,000港
元至二零零五年的301,193,000港元。主要是增加了新增並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初投入服務的
亞太VI號衛星之在軌保險費用及折舊費用、及衛星對外電訊服務業務之經營費用。行政開
支較二零零四年輕微減少了2%，至77,199,000港元。

減值虧損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通訊衛星設備之賬面值高於其可收回金額，因此二零
零五年確認了7,512,000港元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詳情載於本公布附註5。
此外，亦確認了59,904,000港元有關建造衛星之預付款項之減值虧損。詳情載於本公布附
註6。

財務成本
本集團之財務成本由二零零四年的4,117,000港元增加了32,825,000港元至二零零五年的
36,942,000港元。增加之主要原因是亞太VI號衛星投入服務後，相關之利息不能再資本化。
此外，於本年內亦因增加了銀行借貸致使增加財務成本。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佔共同控制企業之虧損為7,995,000港元。虧損主
要反映本集團應佔共同控制企業─亞太衛星電訊有限公司（「亞太電訊」）之虧損。於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亞太電訊帶來虧損。跟去年同期比較，應佔共同控制企業虧損增加
乃由於亞太電訊確認了13,000,000港元的投資物業估值虧損，其中本集團攤佔7,150,000港
元。

年度虧損
據以上所述，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年度虧損為136,574,000港元，
較二零零四年增加虧損74,558,000港元。

資本開支、資金流動性、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率
年內集團主要資本開支為亞太VI號衛星建造、發射服務及發射保險費，由內部資金及銀行
貸款支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本開支為524,464,000港元。

按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的銀行貸款協議（「銀行貸款」），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累計衛星項目的銀行貸款為1,205,100,000港元（154,500,000美元）。年內，集團已還款
77,805,000港元（9,975,000美元），因以上還款，總貸款餘額為1,127,295,000港元（144,525,000
美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在過往十二個月期間已符合所有財務條款。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以美元結算及以浮息作基準。本集團債務（除貸
款手續費外）到期償還概況如下：

償還年期 港元

一年內償還或按通知 120,510,000
一年後但五年內 908,564,000
五年後 98,221,000

1,127,295,000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持有可動用現金約326,44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673,763,000港元）及有抵押存款 68,69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1,140,000港元）。該等款項
連同業務經常性現金流量，集團是可以應付未來債務還款。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負債為1,552,737,000港元，較二零零四年增加
128,954,000港元，主要是增加了銀行貸款。因此，資本負債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升
至43%，較二零零四年增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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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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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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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資料
集團營業額按業務分類之分析，已披露於本公布附註3。

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收入增加了約21%至294,947,000
港元。主要是反映增加了部分亞太V號及亞太VI號衛星容量使用合同致使分類收入增加。
其分類虧損29,021,000港元主要是因確認了建造衛星之預付款項的減值虧損59,904,000港元。
扣除減值虧損，其分類結果將由虧損改變為利潤30,883,000港元。

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收入增加了約19.6%至46,272,000港
元。主要是反映了二零零五年增加了新的VSAT（超小口徑數據終端）服務客戶及增加了話
音批發服務使用量致使收入增加。其分類虧損3,697,000港元主要是因確認了通訊衛星設備
的減值虧損7,512,000港元。扣除減值虧損，其分類結果將由虧損改變為利潤3,815,000港元。

資產抵押
亞太V號衛星、亞太VI號衛星之資產，連同其相關保險索償和所有現有及未來轉發器容量
合同作為銀行貸款的抵押品。任何保險索償須存入指定賬戶內，由指定賬戶提款亦須按銀
行貸款條款進行。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亞太V號衛星、亞太VI號衛星之資產抵
押為數約2,752,16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398,169,000港元）及68,699,000港元（二零零四
年：20,750,000港元）的銀行存款作為抵押。

此外，其它若干銀行融資乃以本集團賬面淨值為數約4,771,000港元（二零零四年：4,887,000
港元）的物業作為抵押。

資本承諾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本承諾總額為 2,29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626,59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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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於一九九九年將亞太 IIR衛星之全部業務及所有轉發器（除一個轉發器外）轉讓而取得確
認收益389,744,000港元是否屬於非課稅資本性收益，本集團與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出現
爭議。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稅務局發出2000/2001課稅年度的評稅通知書，就在
2000/2001年度出售衛星收取之款項評定2000/2001課稅年度稅項為212,846,000港元。於二
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就此評稅通知已向稅務局提出正式反對，本集團已取得外方法律及稅
務意見，本集團認為取得的收益應屬於非課稅，理據實屬合理。因此，毋須作出額外稅項
撥備。

除上述事項之外，本集團之或然負債詳載於本公布附註12。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員工161名（二零零四年：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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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
二零零六年本地區市場競爭將仍然激烈及轉發器仍供過於求，但是正如二零零五年的使用
率的改善，亞太V號衛星及亞太VI號衛星將繼續加強本集團的市場競爭能力，從而改善本
集團未來幾年的財務業績。

財務摘要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重報）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336,512 277,260
服務成本 (301,193) (244,755)

毛利 35,319 32,505

其他淨收入 4 30,831 9,332
行政開支 (77,199) (78,680)
重估投資物業之溢利 － 78
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5 (7,512) (1,800)
有關建造衛星之預付款項之減值虧損 6 (59,904) －

經營虧損 (78,465) (38,565)
財務成本 7 (36,942) (4,117)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 (7,995) (2,709)

除稅前虧損 8 (123,402) (45,391)
稅項 9 (13,172) (16,625)

年度虧損 (136,574) (62,016)

應佔：
本公司股東 (135,564) (59,957)
少數股東權益 (1,010) (2,059)

年度虧損 (136,574) (62,016)

每股虧損 10
－基本 (32.80港仙) (14.51港仙)

－攤薄 (32.80港仙) (14.51港仙)

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重報）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999,402 2,680,330
租賃土地作自用之權益 15,570 15,945
投資物業 2,340 2,340
於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2,241 10,226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之款項 67,476 67,914
建造衛星之預付款項 6 － 38,454
會所會籍 5,537 5,537
預付費用 32,227 23,365
遞延稅項資產 3,609 10,134

3,128,402 2,854,245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 11 49,730 45,75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5,918 23,191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之款項 5,100 2,7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68,699 21,14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6,440 673,763

485,887 766,547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51,593 45,139
已收預繳租金 31,414 30,652
少數股東之貸款 7,488 7,488
一年內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117,757 64,778
本年稅項 89,186 84,768

297,438 232,825

流動資產淨值 188,449 533,72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16,851 3,387,967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1,000,302 904,762
已收按金 15,986 12,607
遞延收入 239,011 261,380
遞延稅項負債 － 12,209

1,255,299 1,190,958

資產淨值 2,061,552 2,19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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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6 23,964
匯兌儲備 1,347 (20)
其他儲備 104 102
累計溢利 205,315 329,244

2,058,625 2,193,153
少數股東權益 2,927 3,856

總權益 2,061,552 2,197,009

附註：
1 編撰財務報表之準則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
集團」）及本集團於多間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財務報表乃以過往成本基準為編撰基準，惟按公允值列賬之投資物業除外，詳情見下文所載
會計政策所述。

編撰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就
影響政策應用及資產、負債、收入與開支之報告數額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估計及有關假
設乃根據過往經驗及相信在具體情況下屬合理之多項其他因素而作出，其結果構成對資產與
負債賬面值所作出判決之基礎，而有關基礎明顯地無法於其他資料來源取得。實際結果可能
有異於此等估計。

估計及相關假設乃按持續基準進行檢討。對會計估計進行修訂時，倘修訂只影響該期間，則
修訂會在修訂估計之期間內確認；或倘修訂同時影響當期及未來期間，則於修訂期間及未來
期間確認。

2 會計政策的修訂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下文載列此綜合財務報表所反映於當期及過往會計期間之會計政策重大變動之資料。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a) 僱員購股權計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股權付款）
於過往年度，倘僱員（此詞語包括董事）獲授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則毋須確認款項。倘
僱員選擇行使購股權，則股本面值及股份溢價僅會入賬列作購股權應收之行使價。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為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本集團於損益表中確認
該等購股權公允值為開支，或倘該成本符合本集團會計政策確認資產則列作資產，並會
在權益項下之股本儲備確認相應之增額。

如果僱員在獲得購股權前須履行歸屬條件，則本集團會確認在歸屬期間所授出購股權的
公允值。否則，本集團會在授出購股權之期間內按購股權的公允值確認。

如果僱員選擇行使購股權，則有關之股本儲備和行使價將會轉至股本及股份溢價。

新會計政策已追溯應用並減少了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累計溢利的期初結餘23,964,000
港元（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27,424,000港元），相關之金額已計入資本儲備中。採納此
新會計政策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除稅前虧損並無
影響，由於此期間沒有額外的股權被獲授及給予以往獲授的股權。

(b) 投資物業（「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有關投資物業的會計政策之變動如下。

確認收益表中公允值變動之時間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投資物業公允值之變動乃直接於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中確認，惟倘以
投資組合為基準的儲備不足以彌補投資組合的虧損，或倘先前於收益表中確認的虧損已
撥回，或倘個別投資物業已出售則除外。在此等有限制的情況下公允值的變動會在收益
表中確認。

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以來，投資物業公允值的一切變動已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的公允值模式直接於收益表中確認。

此等會計政策的變動已追溯性地採納，藉著增加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累計溢利的期初
結餘5,5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7,700,000港元），以包括本集團先前之一切投
資物業重估儲備。

鑑於採納此新政策，故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除稅前虧損已增加
7,15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00,000港元），即本集團應佔共同控制企
業的投資物業所減少之公允值。該減少已於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中反映。

(c) 持有作自用的租賃土地及樓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於過往年度，持有作自用的租賃土地（以往歸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中之土地及樓宇）乃按
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損入賬。折舊是按租賃土地的租約年期以直線法沖銷其成
本計算。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規定，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如果位於租賃土地上的
任何建築物權益的公允值能夠與本集團首次訂立租賃時或自前度承租人接收時或有關建
築物興建日（如為較遲的時間）的租賃土地公允值分開確定，租賃土地便會列作經營租賃
入賬。因收購租賃土地而預付的任何地價或其他租賃付款均按相關租約年期以直線法沖
銷成本入賬。

位於這類租賃土地上的任何自用建築物相繼續列作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組成部份。

本集團已追溯採用新會計政策，但並沒有影響本集團於期末／年末的淨資產和所呈報期
間本集團股東應佔虧損。而以前期間／年度包括在「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土地使用權將
在綜合資產負債表列示為「租賃土地作自用之權益」，而相關期間／年度的比較數額將予
以重報。

(d) 少數股東權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呈列方式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於過往年度，於結算日少數股東權益乃列入綜合資產負債表並獨立於負債分開呈報，並
列作資產淨值的扣減款項。本集團截至本年度業績中的少數股東權益亦獨立列於收益表，
作為計算股東應佔溢利前扣減之款項。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為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於結算日資產負債表中的少數股東權益乃列於綜合資產負債中權益一節項下，與本公司
股東應佔權益分開呈報。而本集團截至本期間業績中的少數股東權益已列在綜合收益表
上，列作少數股東權益與本公司股東之間分配期內之溢利或虧損總額。

於比較期間少數股東權益在綜合資產負債表、收益表與權益變動表的呈列方式已相應重
報。

(e) 金融工具（「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與呈報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
融工具：確認與計量）
於過往年度，貸款手續費計入「按金、預付款項及遞延開支」並按相關銀行貸款年期攤銷。
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為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未被攤銷之貸款手續費餘額
要自綜合資產負債表內的有抵押銀行貸款中扣減。

新會計政策已追溯應用並減少了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累計溢利的期初結餘333,000港
元，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除稅前虧損減少了504,000港元。

(f) 關連各方之定義（「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關連方披露」）
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關連方披露」，所披露之關連各方定義已經擴大，以說
明關連各方包括個人關連方（即主要管理人員成員、重要股東及／或彼等之近親）重大影
響之實體，以及就集團僱員或屬於集團關連方之任何實體之利益而設立之退休福利計劃。
澄清關連各方之定義並無導致先前報告之關連方交易披露有任何重大改變，亦不會對本
期間所作之披露造成任何重大影響（與倘若「會計實務準則」第20號「關連方披露」仍然有
效則須報告者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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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間之價格與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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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
相關服務 提供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 分類間之抵銷 合併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重報）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客戶之營業額 290,683 238,418 45,552 38,683 － － 336,235 277,101
分類間之營業額 4,264 5,276 720 6 (4,984) (5,282) － －

總計 294,947 243,694 46,272 38,689 (4,984) (5,282) 336,235 277,101

服務收入 277 159

336,512 277,260

分類結果 (29,021) 28,230 (3,697) (3,332) (5) (6) (32,723) 24,892
服務收入 277 159
未分配之其他淨收入 30,831 9,332
未分配之行政支出
－員工支出 (45,035) (41,605)
－辦公室費用 (31,815) (31,343)

經營虧損 (78,465) (38,565)
財務成本 (36,942) (4,117)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 (7,995) (2,709)

除稅前虧損 (123,402) (45,391)
稅項 (13,172) (16,625)

年度虧損 (136,574) (62,016)

年內折舊 187,967 167,521 9,839 10,096
年內減值虧損 59,904 － 7,512 1,800
重大非現金項目支出（不包括折舊） － 2,883 349 2,771

分類資產 3,110,958 2,853,269 50,170 52,869 (56,666) (52,284) 3,104,462 2,853,854
應收及共同控制企業之投資 74,817 80,330 － 510 74,817 80,840
未分配之資產 435,010 686,098

資產總計 3,614,289 3,620,792

分類負債 384,044 399,229 87,043 74,994 (56,666) (52,284) 414,421 421,939
未分配之負債 1,138,316 1,001,844

負債總計 1,552,737 1,423,783

年內資本承擔 521,677 417,553 2,787 1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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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供地區分類時，分類收入、分類資產及資本承擔按客戶所在地區分析。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新加坡 印尼 其他 未分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客戶之營業額 38,459 21,287 201,851 195,155 30,657 23,339 32,262 6,010 33,283 31,469 － －
分類資產 4,009 1,666 44,972 55,492 468 2,226 4,061 155 5,453 4,522 3,555,326 3,556,731
年內資本承擔 － － 1,416 2,253 － － － － － － 523,048 428,487

4 其他淨收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淨收入基本包括以下各項：

因延遲運送衛星之補償收入* 15,600 －
利息收入 12,916 7,312
有關物業之租金收入 538 51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盈餘）／虧損 (109) 32

*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本集團就亞太VI號衛星之設計、建造、測試及交付與一位
承包商訂立建造衛星協議。亞太VI號衛星原定於二零零四年底／二零零五年初發射。因
該承包商延遲運送衛星，致使亞太VI號衛星延至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二日才發射。為補償
本集團因延遲發射亞太VI號衛星引致之損失，該承包商同意及已支付一筆一次性之補償
金。

5 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年內，本集團就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進行審閱，由於估計若干資產之可收回金額少於
其賬面值，因此，已確認有關通訊衛星之減值虧損為7,51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有關在建
工程1,800,000港元），並已計入收益表內。



6 有關建造衛星之預付款項之減值虧損
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日，本集團與一位承包商訂立協議，據此，於二零零四年，本集團有權
要求承包商負責新亞太VIB衛星之設計、建造、交付及發射，總選擇權價格為59,904,000港元。
倘選擇權獲行使，採購及發射亞太VIB衛星之代價總額為936,780,000港元，選擇權價格可計入代
價總額中。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
預付款項 38,454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8,454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38,454
預付款項 21,450
減值虧損 (59,904)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鑑於亞太VI號衛星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二日成功發射，本集團並無行使在二零零五年九月三
十日到期之選擇權。按該選擇權協議之條款，該選擇權已到期而該協議亦視作終止。本集團須
負責所有至終止日內亞太VIB衛星之設計、建造及交付等準備工作相關之合理成本及費用。扣除
以上所有合理成本及費用以後，餘下之選擇權價格可按本集團或承包商之意向在選擇權到期日
起計兩年內轉至其他衛星項目。倘餘下之選擇權價格按承包商之意向轉至其他客戶的衛星項目，
該餘下之選擇權價格將會退回給本集團。直至現時為止，鑑於亞太地區的衛星轉發器市場仍然
競爭激烈及轉發器供過於求，本集團並無計劃在兩年內建造及發射新衛星。按衛星轉發器市場
的需求狀況，本集團認為能將亞太VIB衛星之準備工作按本集團或承包商之意向在兩年內轉至其
他客戶的衛星項目之可能性很低。因此，本集團現在不預期該選擇權價格能在限期內用於未來
的衛星項目，或承包商會將餘下之選擇權價格退回給本集團。因此，就建造衛星之預付款項確
認了59,904,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無 )的減值虧損。

7 財務成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44,482 17,223
其他借貸成本 2,222 3,598
減：在建工程資本化金額* (9,762) (16,704)

36,942 4,117

* 有關借貸成本以年率4.04%至4.25%（二零零四年：2.27%至2.41%）資本化。

於年內將銀行貸款之借貸成本資本化是用作建造及發射衛星。

8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197,806 177,617

9 綜合收益表內之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內之稅項指：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稅項－海外
本年度稅項 18,856 17,000

遞延稅項－香港
暫時差異之出現及回撥 (5,684) (375)

13,172 16,625

稅項乃按有關國家適用之現行稅率計算。

10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東應佔虧損135,564,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重報）：59,957,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13,265,000股（二零
零四年：413,265,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因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內並無具攤薄影響之潛在普通股存在，所以每股攤薄虧損跟每
股基本虧損相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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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除特定呆壞賬撥備）：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27,603 22,167
31－60日 8,208 4,106
61－90日 6,141 4,278
91－120日 2,129 765
超過121日 5,649 14,437

49,730 45,753

12 或然債務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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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繳付海外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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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稅項總額約為75,864,000港元，此金額按過往年度賺得之有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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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附屬公司已動用之融資款額為 1,127,29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975,780,000港元）。

(iii) 本公司之一間附屬公司與香港稅務局（「稅務局」）現時仍然就1999/2000及2000/2001課稅年度
之香港利得稅申報仍在爭議中。該附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因將亞太 IIR衛星之所有業務及絕
大部份衛星轉發器轉讓而取得確認收益389,744,000港元。該附屬公司於1999/2000年度利得
稅申報該項收益為非課稅資本性收益。於二零零三年稅務局提出將所收取之款項列作該附屬
公司之應課稅收入處理，且相應享有亞太 IIR衛星法定折舊免稅額之權利。於二零零六年一
月二十三日，稅務局發出2000/2001課稅年度的評稅通知，計入就出售該衛星在2000/2001年
收取之款項為應課稅收入。2000/2001課稅年度之繳納稅項為212,846,000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該附屬公司已就稅務局之評稅提出反對，並指有關金額過高。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該附屬公司接獲稅務局發出之通知，確認整項稅項爭議將暫
緩處理，條件為本公司須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之前購入78,385,000港元之儲稅券，而餘
額134,461,000港元將無條件暫緩繳納。已購入儲稅券的暫緩稅項如在最終審議後認為是應繳
納的話，相當於儲稅券價值的款項會用於繳納稅款。未用作扣除應繳稅款之儲稅券餘額將
會連同自購入日起計至最終審議日之利息一併退回給該附屬公司。為乎合暫緩繳納稅項之
條件，該附屬公司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購入78,385,000港元之儲稅券。

基於以上所提到的通知，本公司已取得外方法律及稅務意見，而本公司繼續相信具備合理
之理據來支持申辯該交易收益應視作非課稅項目處理。因此，毋須作出額外稅項撥備。

13 比較數字
由於修訂了會計政策，故部分比較數字已作出調整或改變呈列方式；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布附註
2 。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於本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二零零五年度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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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列分別守則條文A4.1條及A4.2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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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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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審核委員會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
則與慣例以及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報告，並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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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阮北耀先生、宦國蒼博士及呂敬文博士。

在網頁登載年度報告
本公司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之資料的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報，將於適
當時間寄發予各股東，並在聯交所及本公司之網頁 (www.apstar.com)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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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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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劉紀原

中國深圳，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布刊發日期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倪翼丰及童旭東

非執行董事： 劉紀原（主席）、張海南（副主席）、林暾、吳真木、尹衍樑、何筱宏、
曾達夢（尹衍樑之替任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阮北耀、宦國蒼及呂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