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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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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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大收購

終止與取消關於APSTAR-IIR╱Telstar 10之1999租賃協議及附屬協議
恢復股份買賣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APT (HK)（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Telesat及TAPS就關
於APSTAR-IIR╱Telstar 10的1999 租賃協議及附屬的衛星服務協議的終止與取消
訂立該租賃終止協議。APT (HK)予以Telesat與TAPS的退款約為69,500,000美元，
可能需作調整。

該1999 租賃協議曾是本公司一項主要交易。訂立該租賃終止協議將構成一項上
市規則規定之非常重大收購。

本公司股份買賣從2009年6月1日下午12時01分起暫停以待刊發本公告。本公司
已提出申請本公司股份從2009年6月2日上午9時30分起恢復買賣。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APT (HK)（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Telesat及TAPS於2009

年6月1日訂立有關APSTAR-IIR╱Telstar 10的租賃終止協議。根據該協議，APT 

(HK)將退還1999 租賃協議餘下從2009年7月至2012年9月未期滿租賃期間TAPS（作
為1999 租賃協議承租人）預付的該部分租金，以換取終止和取消1999 租賃協議和
附屬的衛星服務協議和其他租賃終止協議中所載契諾和協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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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提述本公司就1999 租賃協議於1999年8月18日、9月8日及12月3日刊發之公告
及1999年9月20日刊發之通函。根據1999 租賃協議，APT (HK)以約298百萬美元（由
於支付期縮短減少至273百萬美元）的租賃價格出租APSTAR-IIR╱Telstar 10的近全
部轉發器自1999年9月起該衛星剩餘的約14年使用壽命，並且APT (HK)按照一定
收費提供衛星服務。 1999租賃協議在APT (HK) 帳目上被記錄為一項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處置，並錄得利潤。預期於結束時，歸還之轉發器容量剩餘壽命將被視為
APT (HK) 帳目上一項添置資產。

租賃終止協議
協議各方： 本公司
 APT (HK)（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Telesat

 TAPS（Telesat一間附屬公司）

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彼等所深知、了解及確信，
Telesat, TAPS 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
人士(上市規則所定義者)的第三方。

主要條款： 關於APSTAR-IIR╱Telstar 10租賃的運營協議的終止與取消

(i) 1999 租賃協議

根據1999 租賃協議，APT (HK)出租APSTAR-IIR╱Telstar 

10(本集團其中一個衛星)近全部轉發器予TAPS。協議各
方約定自結束日起，該1999 租賃協議將被取消、終止及
取消，並且不再具有任何進一步的效力或有效。TAPS與
APT (HK)於1999 租賃協議項下的全部權益、職責、責任
與義務將會被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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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衛星服務協議

根據衛星服務協議，A P T  ( H K )履行對A P S TA R -

IIR╱Telstar 10的一定服務，從而獲得TAPS支付的一筆
年度費用。協議各方商定自結束日起，該衛星服務協議
將被取消並終止。

退款： 如果結束日是2009年7月2日， 69,500,000美元（以2009年7月1日
與2009年7月2日發生的服務轉移收入的100%款額做調整）（以
下簡稱“退款”）將由APT (HK)以兩次分期付款的方式以現金
支付予TAPS代表TAPS與Telesat指明的帳戶：

(i) 退款的90%於結束日支付；

(ii) 退款的10%於結束日後一年內支付，並按8%的年息記息。

如果結束日發生於2009年7月2日後，退款款額將扣減等於下
列自2009年7月3日期至結束日（含當日）止客戶合約項下服務
產生的適用收入百分比的款額：

(a) 自2009年7月3日起至2009年7月21日以及結束日中較早的
日期止，等於此期間內提供的服務轉讓收入的款額，除
非不能於2009年7月2日結束是由於APT (HK)違反其租賃
終止協議項下的任何義務或本公司或APT International違
反相關承諾函(詳情載於下文 “承諾函”一節)項下其各自
任何義務所致，該情形下該等轉讓收入的適用百分比應
為85%；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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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2009年7月22日至結束日期止的期間（如有）內，該期
間內提供的服務轉讓收入的85%，前提是延遲非由TAPS

或Telesat方面的任何義務違反所致，在該情形下該等轉
讓收入的適用百分比應為100%。

該調整款額應當在結束日後三十個營業日內支付。

主要條件： APT義務的條件

1. 本公司股東批准租賃終止協議中計劃的交易；

2. 擁有司法管轄權的法院或其他政府機關沒有制定、簽發、
公布、執行或訂立任何法律或法令，其具有法律效力並
禁止任何相關方完成租賃終止協議計劃進行的交易或導
致交易完成將違犯該等法律或法令或將導致、或合理地
有可能導致對APT (HK), TAPS 或Telesat 的重大不利影響；

3. Telesat 與TAPS於租賃終止協議或依據其作出的陳述與
保證應在結束時應當真實準確，除該等陳述與保證非
真實準確總的來說不會或合理地不可能會對APSTAR-

IIR╱Telstar 10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4. 租賃終止協議中包含的由TAPS及Telesat遵守或履行的契
諾應當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遵守或被履行。

5. 負有1999 租賃協議項下TAPS權益以及客戶合約項下
Telesat權益的信貸協議中的留置權應當被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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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租賃終止協議日期起，不得有任何對A P S TA R -

IIR╱Telstar 10的重大不利影響；及

7. APT (HK) 取得於結束日有效的軌道覆蓋面替代保險 。

TAPS 與 Telesat義務的條件

(a) 擁有司法管轄權的法院或其他政府機關沒有制定、簽發、
公布、執行或訂立任何法律或法令，其具有法律效力并
禁止任何相關方完成租賃終止協議計劃進行的交易或導
致交易完成將違犯該等法律或法令；

(b) APT (HK)於租賃終止協議或依據其作出的陳述與保證應
在結束時在所有重大方面應當真實準確；

(c) 租賃終止協議中包含的由APT (HK)遵守或履行的契諾應
當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遵守或被履行；及

(d) 本公司股東批准租賃終止協議中計劃的交易。

在其沒有重大違反租賃終止協議或重大過失，並且沒有豁免
對方無法履行的任何先決條件的前提下，APT (HK)可以終止
該租賃終止協議。在其本身及Telesat沒有重大違反租賃終止
協議或重大過失，並且沒有豁免對方無法履行的任何先決條
件的前提下，TAPS 可以終止該租賃終止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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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結束應當於(i)2009年7月2日或(ii)緊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股東
批准租賃終止協議項下計劃的交易之后的首個營業日(以較後
者為準)發生，但前提是所有的其他條件已經由相關方落實或
豁免。目前預計將於2009年7月2日結束。

彌償： Telesat應當彌償APT (HK) 及其相關聯人士以及APT (HK) 應
當彌償TAPS及其相關聯人士任何及全部受彌償方遭受或引致
的損失，該損失乃是由於直接或間接有關於或由於該協議方
或其相關聯人士就其各自於租賃終止協議項下的陳述、保證、
契諾或約定的任何違反導致或引致。

Telesat亦應當彌償APT (HK)及其相關聯人士任何及全部受彌
償方遭受或引致的損失，該損失乃是由於TAPS或Telesat於結
束日前違反客戶合約，以及由於有關APSTAR-IIR╱Telstar 10

的發生於或存在於結束日或之前的作為或不作為（如有作為
的職責）引致或產生任何責任，以及任何Telesat 或TAPS的責
任所導致，但不包括根據租賃終止協議APT (HK)承擔的義務。

APT (HK)亦應當彌償TAPS及其相關聯人士任何及全部受彌償
方遭受或引致的損失，該損失乃是由於背對背安排項下有關
未於結束時轉讓的客戶合約的義務或責任或任何客戶糾紛或
訴訟，但除例外情形。

除欺詐或蓄意失實陳述，每一彌償方就違反行為而言的綜合
責任不高於10,000,000美元，扣除實現的所得稅後收益與被彌
償方收到的保險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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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條款： 1. 客戶合約轉讓

由於1999 租賃協議終止所致，Telesat以及TAPS與其各自
的客戶訂立的關於APSTAR-IIR╱Telstar 10轉發器服務的
存續客戶合約(連同保證金及預付款項，如有)於結束日
將被轉讓予APT (HK)。於2009年5月29日，已就轉發器容
量的租賃訂立102份的存續客戶合約。於結束前，Telesat 

與TAPS有權在日常經營活動中訂立客戶合約，前提是未
經APT (HK)事先書面同意不可訂立期滿時間超越2012年
4月30日（最新預計APSTAR-IIR╱Telstar 10壽命屆滿日期
5個月前）或包括客戶可行使於其他衛星重新恢復或選擇
權條款的任何新合約。

就不能轉讓或APT (HK)要求不得轉讓的合約而言，將訂
立一項背對背安排以繼續向該等客戶按傳遞基準提供服
務：

保留客戶合約。　　在(i)轉讓客戶合約受其條款限制（以
下簡稱“未轉讓合約”）或(ii) ) APT (HK)要求Telesat保留
客戶合約（以下簡稱“指定合約”）的情形下，Telesat將與
APT (HK)訂立一項背對背合約以按照傳遞基準繼續履行
該等合約。Telesat有權根據(i) 指定合約以及(ii)未轉讓合
約的任何續訂或續期按收到收入的2%扣起管理費，直至
該等合約轉讓予APT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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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星合約。　　Telesat 應當盡商業上合理的努力以獲得
多星合約客戶的同意於結束日或此前轉讓有關APSTAR-

IIR╱Telstar 10 的權益和責任予APT (HK)。如果獲得此
等同意，該等合約關於APSTAR-IIR╱Telstar 10提供服
務的部分將重組或更替為單獨的合約並於結束日轉讓予
APT (HK)。否則，Telesat與 APT (HK)應當訂立一項多星
合約協議，通過分判部分合約予APT (HK)的形式以繼續
提供服務予客戶，將由APT (HK)承擔相關費用。

重新恢復或選擇權。　　在客戶合約的客戶於結束日行
使關於Telesat或其相關聯人士擁有的任何其他衛星的存
續的重新恢復或選擇權時，Telesat應當或應當促使其相
關聯人士租賃予APT (HK)轉發器容量以滿足此等權利，
其費率不高於客戶根據適用的客戶合約為該等容量支
付的費率，並應當保持一定必需的未出租的容量或可被
佔用的出租容量。APT (HK)同意就一份客戶合約安排
APSTAR-IIR╱Telstar 10最多兩個C頻段可被佔用轉發器
以APT (HK)的標準條款和條件作出互惠性安排。

過渡服務協議。　　Telesat 與APT (HK)將訂立一項協
議，Telesat將提供APT (HK) 不多於三個月技術服務以確
保平穩過渡並提供客戶合約相對方運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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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絡服務合約

APT (HK)應當在不時需要的情形下租賃APSTAR-

IIR╱Telstar 10或任何替代衛星的此等轉發器容量以使
Telesat或其相關聯人士得以履行特定現存有效合約規定
的網絡服務，此等容量的費率列明於租賃終止協議。

3. 推廣安排

自結束日起五年內，Telesat應當以APT (HK)非專用特
許推廣代理人身份按約定條款秉誠行事，推廣租賃
APSTAR-IIR╱Telstar 10的容量。Telesat有權根據由於其
推廣努力訂立的任何新客戶的合約而按取得收入的5%收
取管理費。

4. 非競爭

自結束日五年內，非經APT (HK)事先書面同意，Telesat

不得並應當促使其相關聯人士不得直接或間接招攬客戶
合約的客戶提供客戶合約下衛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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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釐定的依據
退款數額由協議方公平談判并基于(a)APSTAR-IIR╱Telstar 10的技術與壽命狀況，
及(b)TAPS（作為承租方）根據1999 租賃協議於自2009年7月至2012年9月止（預計的
衛星剩餘使用壽命）剩餘未期滿租賃期間預先支付的租金，共同約定。

退款將以APT (HK)與本公司的內部資源與銀行借貸支付。

財務資料
根據Telesat提供的資料，

(i) 截至2007年12月31日與2008年12月31日止兩年，自客戶收到的有關APSTAR-

IIR╱Telstar 10項下提供的轉發器服務綜合服務費用分別約為33.2百萬美元及
35.5百萬美元；及

(ii) 於2008年12月31日TAPS於租賃協議的權益帳面價值約為41.8百萬美元。

訂立交易的理由與利益
本公司董事相信，訂立該租賃終止協議將確保未來衛星連續性的機會，使本公司
將受益於轉發器資源應用的擴展，公司收入的進一步增長以及本公司長期發展的
競爭優勢與增長潛力的加強。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相信本交易條款乃屬公平合理，符合股東整體
利益。

有關APSTAR-IIR╱TELSTAR 10的資料
APSTAR-IIR╱Telstar 10為Space System╱Loral Inc. 提供之三軸定FS 1300型對地同
步衛星，乃本公司第三顆軌道衛星，於1999年10月17日由長征3B號運載火箭發射
成功。此外，其具有非常廣闊的覆蓋區域，橫跨亞洲、歐洲、非洲及大洋洲逾100

個國家，或全世界人口的約75%。

APT (HK) 乃是APSTAR-IIR╱Telstar 10的所有權擁有人，并根據電訊局授予的關
於該衛星的兩個現有運營牌照，通過其位於香港大埔的衛星控制中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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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函
APT International 承諾函
APT International，其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1.83%，已經於租賃終止協議之日
向TAPS與Telesat 送遞一份書面承諾，承諾其將就其擁有的全部本公司股份對本租
賃終止協議計劃的交易投票贊成。

本公司承諾函
本公司已經於租賃終止協議之日向TAPS與Telesat送遞一份書面承諾，承諾其將遵
守上市規則相關規定並盡最大努力於2009年6月30日或之前召開股東會，以及在本
公司股東批准租賃終止協議後，促使APT (HK)完成協議。

Loral確認函
Loral Holdings Corporation, Telesat的控股公司,已向Telesat 交付Loral確認函，確認
其同意租賃終止協議計劃的交易。

租賃終止協議各方資料
Telesat
作為一間總部位於加拿大渥太華，辦事處及工廠遍布全球的公司，Telesat乃是
一間衛星服務運營商。該公司向廣播、電信、公司及政府客戶提供衛星傳送通
訊解決方案。Telesat 擁有一套由全球頂尖的13顆衛星組成的星隊以及1顆正在
建造的衛星，並為第三方管理其他13顆衛星的運行。Telesat為一間私人公司，
其主要股東為加拿大的Public Sector Pension Investment Board 以及 Loral Space & 

Communications Inc.(納斯達克代號：LORL)。

TAPS
Telesat Asia Pacific Satellite (HK) Limited (前身為 Loral Asia Pacific Satellite (HK) 

Limited) , 乃是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並且為Telesat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TAPS乃是1999 租賃協議的協議方（ 根據該協議，其為本公司一顆衛星APSTAR-

IIR╱Telstar 10近全部轉發器的承租人），同時也是衛星服務協議的協議方（根據該
協議，APT (HK)目前提供關於APSTAR-IIR╱Telstar 10的特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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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本公司乃是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經營衛星轉發器容量的維護、經
營、提供以及相關服務；衛星廣播以及電信服務；以及其他服務。

APT (HK)
APT (HK)主要經營衛星轉發器容量的維護、經營、提供以及相關服務；衛星廣播
以及電信服務；以及其他服務。

上市規則規定
由於退款金額超過本公司市值的100%，根據租賃終止協議，1999 租賃協議的結
束構成本公司一項非常重大收購。

根據網絡服務合約與客戶合約提供的服務乃是一項交易，因其收入屬於本公司日
常業務（如上市規則14.04(8)所提述）過程中所發生，并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所規
定的須予公布的交易。

一份列明租賃終止協議計劃交易的詳細資料的通函，連同本公司特別股東大會通
告，將會隨后寄發予本公司各股東。

APT International，本公司主要股東，現持有本公司股本中面值為港幣0.10元的股
份214,200,000股(已發行股本約51.83%)，已向Telesat與TAPS確認及承諾將會對租
賃終止協議計劃的交易投票贊成。

買賣暫停與恢復
本公司股份買賣從2009年6月1日下午12時01分起暫停以待發出本公告。本公司已
提出的申請本公司股份從2009年6月2日上午9時30分起恢復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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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使用之界定詞彙
本公告內使用的粗體詞彙應具有如下涵義：

「1999 租賃協議」 APT (HK) 與TAPS於1999年8月18日就APSTAR-IIR

（後稱為APTSTAR-IIR╱Telstar 10）近全部轉發器的
租賃訂立之租賃協議，並不時修訂與增補

「APT (HK) 」 APT Satellite Company Limited，一間註冊成立於香
港的公司，乃是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APT International」 APT Satellite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本公司」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客戶合約」 Te l e s a t以及TA P S訂立的關於租賃A P S TA R -

IIR╱Telstar 10轉發器容量的於結束日存續的客戶
合約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電訊局」 香港電訊管理局

「衛星服務協議」 APT (HK) 與TAPS於1999年8月18日就APT (HK)所提
供的關於APSTAR-IIR╱Telstar 10的服務訂立之衛
星服務協議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TAPS」 Telesat Asia Pacific Satellite (HK) Limited (前身為
Loral Asia Pacific Satellite (HK) Limited)，一間註冊
成立於香港的公司，乃是Telesat的一間附屬公司

「Telesat」 Telesat Canada，一間依據加拿大法律註冊成立的法
團

「結束」 根據租賃終止協議，1999 租賃協議之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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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日」 根據租賃終止協議1999 租賃協議終止之日,詳情載
於上文“租賃終止協議” 一節中“結束” 一點

「轉讓收入」 指於2009年7月1日之後期間根據客戶合約提供的服
務引致的收入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盧建恒博士

香港， 2009年6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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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晓武（主席）、林暾、尹衍樑、吳真木、翁富聰，吳勁風及曾達夢（尹衍樑之替任
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宦國蒼、呂敬文、林錫光及崔利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