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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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度業績公布

主席報告書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年度經審核業績。

財務業績

營業額

二零一二年本集團之營業額繼續取得大幅度增長，年度之營業額為900,611,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758,317,000港元），相比二零一一年增加了142,294,000港元，增長了

18.8%。營業額上升主要由於集團之亞太7號衛星成功發射並順利取代亞太2R衛星。

稅前溢利

二零一二年本集團之稅前溢利為384,41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360,341,000港元），
相比二零一一年增加了24,078,000港元，增長了6.7%。

股東應佔溢利

二零一二年本集團之股東應佔溢利為354,43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80,923,000港
元），相比二零一一年增加了73,512,000港元，增長了26.2%。每股基本溢利及每股
攤薄溢利皆為57.00港仙（二零一一年：45.18港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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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本公司於年內已曾派發中期現金股息每股2.00港仙，鑑於二零一二年本集團錄得可
觀溢利，董事會已通過宣派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末期現金股息
4.00港仙（二零一一年：2.50港仙）。派發末期股息須待相關決議案於二零一三年五
月二十三日召開之股東周年大會上獲得通過方會作實。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三）或前後派發予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五）辦公時間
結束時名列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業務回顧

在軌衛星

二零一二年內，在軌之亞太衛星及其地面衛星測控系統均運行良好，持續為亞太
衛星之客戶提供穩定、可靠的優質服務。

亞太7號衛星

亞太7號衛星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由中國長城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長
城」）之長征三號乙增強型運載火箭成功發射升空。亞太7號衛星接替於二零一二年
退役的亞太2R衛星。亞太7號衛星定點於東經76.5度軌道位置，是一個Spacebus 4000 

C2型高功率地球同步通信衛星。該衛星載有28個C頻段轉發器及28個Ku頻段轉發
器，其中亞太7號衛星C頻段轉發器提供與亞太2R衛星相同的覆蓋，可確保客戶順
利由亞太2R衛星過渡至亞太7號衛星。Ku頻段轉發器分別設有中國波束、中東及北
非波束、非洲波束及可移動波束，進一步增強了集團對上述區域的衛星資源和覆
蓋能力。集團已成功將亞太2R衛星上的客戶遷移至亞太7號衛星。此外，於年內本
集團已與亞太7號衛星的客戶簽訂了新服務合約。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其使用率達74.6%。

亞太6號衛星

亞太6號衛星載有38個C頻段轉發器及12個Ku頻段轉發器。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該衛星使用率為80.4%。

亞太5號衛星

本集團持有亞太5號衛星20個C頻段轉發器及9個Ku頻段轉發器。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該衛星使用率為74.2%。

亞太2R衛星

亞太2R衛星於二零一二年六月被亞太7號衛星接替。為了遵守相關牌照條例，該衛
星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脫離軌道至外太空以結束其長達十五年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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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7B衛星（亞太7號衛星之備份衛星）

亞太7B衛星是亞太7號衛星之備份衛星，為Spacebus 4000 C2型高功率地球同步通信
衛星，載有28個C頻段轉發器及23個Ku頻段轉發器。隨著亞太7號衛星成功發射並順
利接替亞太2R衛星，集團已將亞太7B衛星轉讓予中國衛星通信集團有限公司（「中
國衛通」），並收回亞太7B衛星項目投資資金。該轉讓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完成。亞太7B衛星項目為本集團節省了巨大的備份衛星項目投資，是一個非常成
功的備份衛星項目安排計劃。

未來衛星之發射服務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亞太通信衛星有限公司（「亞太通信」）與中國長城訂立
發射服務合同，內容有關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以長征三號乙增強型(LM-3B/E)運載
火箭為集團的未來衛星提供發射服務。該宗交易乃符合本公司之策略計劃，以合
理價格把握獲得發射服務之機會，以應付未來新衛星或接替衛星之需要。集團相
信，亞太通信將可受惠於以上述價格獲得衛星發射服務，而本集團之增長潛力及
長遠發展的業績延續性亦會因此而進一步提升。

衛星轉發器出租業務

二零一二年內本集團之在軌衛星使用率仍繼續維持在較高水準。在保持原有市場
份額和主要客戶的同時，還在亞太區，中東和非洲等國家和地區都增加了新的客
戶及銷售量，並且同一些國際著名的電視廣播媒體達成了轉發器長期服務合約的
續簽。為了集團的未來發展，亞太7號衛星的成功發射和亞太2R衛星客戶順利轉移
至亞太7號衛星不但擴大了集團的客戶群，也使得業務市場分佈更加廣泛。

衛星電視廣播及上行傳輸服務

本集團廣播服務將由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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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提供衛星電視廣播服務。廣播服務是轉發器業務中非常重要的增
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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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香港《固定傳送牌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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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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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數據服務有限公司（前稱為“APT Satellite Vision Limited”)，是本集團之全資附
屬公司，利用其現有設備提供數據中心服務。數據中心服務是本集團為客戶新設
立的電訊增值服務，有著顯著的業務增長潛力和衛星服務的協同效應。

本集團相信電視廣播服務、電訊服務及數據中心服務之增值服務將繼續加強本集
團的業務活動及發展。

業務展望

展望二零一三年，亞太地區、中東、非洲地區衛星轉發器市場需求仍將保持適當增
長之態勢。本集團亞太7號衛星、亞太6號衛星和亞太5號衛星之轉發器使用率亦將
維持較高水平，且錄得穩定之收入。亞太7號衛星在市場上的良好表現，將在保持
顯著市場份額的同時，貢獻更加可觀的收入。

同時，本集團將通過電視廣播服務、電訊服務及數據中心服務之增值服務所帶來
的增長潛力和協同效應實現利潤最大化及未來業務增長。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仍然非常穩健，經營業績持
續提升。下表載列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表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動

千港元
營業額 900,611 758,317 +18.8%

毛利 528,248 396,279 +33.3%

除稅前溢利 384,419 360,341 +6.7%

股東應佔溢利 354,435 280,923 +26.2%

每股基本溢利（港仙） 57.00 45.18 +26.2%

EBITDA利潤率(%)  80.1% 80.9% –0.8%

總資產 5,027,948 4,768,445 +5.4%

總負債 1,941,373 2,010,364 –3.4%

資產負債比率(%)  38.6% 42.2% –3.6%

流動資產比率 5.14倍 1.01倍 +4.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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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營業額增長18.8%，從二零一一年的758,317,000港元至二零一二年的
900,611,000港元，增加了142,294,000港元，主要是增加了亞太7號衛星（於二零一二
年六月一日投入服務）容量使用合同致使營業額增加。股東應佔溢利上升26.2%至
354,435,000港元，增加由於下列各項：

其他淨收入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其他淨收入由去年之其他淨收入15,652,000

港元增加至25,515,000港元，主要是人民幣存款產生之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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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獲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所發行的35,000,000港元可換
股債券，年息率為5%及換購價為0.196港元及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九日到期可換股
債券。根據獨立專業估值師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進行的評估，可換股
債券的公允價值重新估值為67,213,000港元，計入損益的公允價值虧損為34,211,000

港元。本集團之可換股債券投資之變動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12。

稅項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稅項支出與二零一一年之79,418,000港元
比較，減少至29,984,000港元，主要由於撥回以前年度若干撥備之預提所得稅所致。
本集團之稅項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7。

重大投資

購買發射服務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本集團已與中國長城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訂立發射服務
合同，內容有關在位於中國四川省西昌市的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以長征三號乙增進
型(LM-3B/E)運載火箭為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所指定及提供之衛星提供發射及相
關服務以及其他與發射相關的可選服務。於年內，本集團已一筆過支付58,000,000

美元（約452,400,000港元）。此交易詳情列載於本公司之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之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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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資金流動性、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年內，本集團之固定資產的資本開支為701,53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1,070,783,000港元）。主要資本開支是建造亞太7號衛星及亞太7B衛星之進度付款為
686,150,000港元及增加設備（包含數據中心服務的設備）的付款為15,389,000港元。
以上資本性支出的資金來源主要為自有資金、銀行借貸及來自同集團附屬公司之
貸款。

二零零九年內，本集團與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簽署了一份本金為50,000,000美
元的銀行信貸（「二零零九年融資」）。而二零零九年融資是用於本集團的營運資本
要求。二零零九年融資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本集團之若干物業、轉讓有關亞太2R

衛星及亞太5號衛星之服務合約所得收入、亞太2R衛星之保險索償所得及抵押銀行
帳戶，此帳戶用作收取由亞太2R衛星及亞太5號衛星提供服務的客戶押金及付款。
於年內，本集團已全數清還二零零九年融資本金結餘18,000,000美元（約140,400,000

港元）。

二零一零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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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射成本及相關的建設及保險費用。
二零一零年融資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轉讓有關亞太7號衛星之建造及發射合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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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
內，本集團已根據二零一零年融資提取64,800,000美元（約505,440,000港元）及清還
28,000,000美元（約218,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融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未償還本金結餘為172,000,000美元（約1,341,600,000港元）。

此外，二零一零年內，本集團與一間同集團附屬公司訂立了一份貸款協議（「貸款
協議」），提供一筆融資，以支付亞太7B衛星採購合同之進度付款。此貸款協議以
100,000,000歐羅或等值美元金額為上限。於年內，本集團已早於貸款還款到期前主
動清還全數貸款結餘及應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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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借貸約為1,333,56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408,470,000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總借貸減少約74,902,000港元，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已根據二零零九年融
資、二零一零年融資及貸款協議清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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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6,588,000

五年後償還 186,980,000
 

 1,333,568,000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負債為1,914,373,000港元，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68,991,000港元，主要原因是提早清還上述的借貸所
致。因此，資產負債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減少至38.6%，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減少3.6%。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淨現金流出83,529,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淨現金流入118,579,000港元），此淨現金流出包括經營活動淨現金流入
689,560,000港元及2,963,000港元之外匯兌換調整，對沖了投資活動淨現金支出
614,250,000港元及融資活動中的淨現金流出161,802,000港元。

經營活動淨現金流入較去年增加之主要原因為收到轉發器收入的增加。投資活動
淨現金支出減少主要是因為年內亞太7號及亞太7B衛星的進度付款減少，對沖了原
到期日超過三月之銀行結餘增加、購買未來衛星之發射服務及出售亞太7B衛星所
得之款項。融資活動中的淨現金流出增加主要是因為提早清還貸款。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約785,781,000港元之現金及銀行存
款，其中58%為美元計算、41%為人民幣及1%為港元及其他貨幣，包含156,5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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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359,000港元及有抵
押銀行存款56,88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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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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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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7號衛星及亞太7B

衛星之衛星採購合同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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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對
港元之外匯利率升值1.2%，管理層認為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不利外匯風險。

本集團簽署了亞太7號衛星及亞太7B衛星採購合同及其合同價格分別約為128,500,000

歐羅及114,600,000歐羅。為了支付衛星之進度款項，根據本集團訂立該銀行融資，
本集團能夠購入最多150,000,000美元之遠期外匯合約。鑒於曾面對反覆波動的匯率
走勢，尤其是歐羅對美元之匯率，因此本集團已訂立遠期外匯合約，用於對沖潛在
之外匯風險。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部遠期外匯合約已被執行。本集
團將繼續以保守的態度監察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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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的策略是使用金融工具來管理其面對的浮動倫敦銀
行同業拆息利率風險。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訂立一項
屬於利率掉期期權的合同，據此可訂立一項掉期交易，將65,000,000美元之設定金
額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至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期間之三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利率固定為每年1.4%。此期權有效期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鑒於市場利率
低於協定之利率，因此，此期權並未行使。本集團繼續以保守取態管控利率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有抵押銀行存款約56,887,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21,007,000港元），是與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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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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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間銀行向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出具保證函，乃由
本集團之土地與樓宇作抵押，其賬面淨值約3,95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073,000

港元）。

資本承諾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本承諾總額為14,091,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1,178,42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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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44,672,000港元），是於本集團財務報表已授權但未
訂約，主要是未來採購數據中心服務的設備款項。

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或然負債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17。

結算日後之事項

結算日後，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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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4 900,611 758,317

服務成本  (372,363) (362,038)
   

毛利  528,248 396,279

其他淨收入 5 25,515 15,652

行政開支  (114,779) (94,64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10(c) – (36,660)

重估投資物業之溢利  896 230
   

經營溢利  439,880 280,858

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收益 12 – 1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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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34,211) (9,989)

財務成本 6(a) (21,250) (21,941)
   

除稅前溢利 6 384,419 360,341

稅項 7 (29,984) (79,418)
   

年度及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354,435 280,923
   

每股溢利 9

基本  57.00仙 45.18仙
   

攤薄  57.00仙 45.1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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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年度溢利 354,435 280,923
  

本年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異之換算：
 －境外企業的財務報表 217 1,622
  

現金流量對沖：對沖儲備之變動 1,823 410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年內已確認之公允價值變動 – 111,413

 －就於出售時轉至損益的調整金額 – (111,413)
  

於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的年內公允價值
 儲備的淨變動 – –
  

 2,040 2,032
  
  

本年總全面收益 356,475 28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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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3,453,945 4,077,704
投資物業  3,791 2,895
無形資產 11 133,585 133,585
可換股債券投資 12 67,213 101,424
會所會籍  5,537 5,537
預付費用 13 461,854 19,170
   

  4,125,925 4,340,315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淨） 14 96,413 53,59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9,829 17,545
應收直屬母公司之款項  – 767
衍生金融工具  – 966
已抵押銀行存款  56,887 21,007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結餘  572,359 94,18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6,535 240,064
   

  902,023 428,130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15 64,955 72,205
已收預繳租金  60,741 67,456
應付同集團附屬公司之款項  – 911
一年內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 180,285
衍生金融工具  – 1,823
本年稅項  49,882 101,078
   

  175,578 423,758
   
   

流動資產淨值  726,445 4,3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轉結  4,852,370 4,34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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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承前  4,852,370 4,344,687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1,333,568 1,001,985

來自同集團附屬公司之貸款 16 – 226,200

已收按金  84,473 57,895

遞延收入  115,735 139,936

遞延稅項負債  232,019 160,590
   

  1,765,795 1,586,606
   
   

資產淨值  3,086,575 2,758,0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2,181 62,181

股份溢價  1,273,812 1,273,812

繳入溢餘  511,000 511,000

重估儲備  368 368

匯兌儲備  2,179 1,962

對沖儲備  – (1,823)

其他儲備  442 442

累計溢利  1,236,593 910,139
   

總權益  3,086,575 2,75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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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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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對沖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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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 41,454 1,294,539 511,000 4,926 368 340 (2,233) 345 636,823 2,487,562

二零一一年之權益變動：
年度溢利 – – – – – – – – 280,923 280,923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1,622 410 – – 2,032
          

總全面收益 – – – – – 1,622 410 – 280,923 282,955
          

購股權失效 – – – (4,699) – – – – 4,699 –

註銷購股權 – – – (227) – – – – 227 –

發行紅股 20,727 (20,727) – – – – – – – –

本年度宣派股息（附註8(i)） – – – – – – – – (12,436) (12,436)

年內法定儲備之轉移 – – – – – – – 97 (97) –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62,181 1,273,812 511,000 – 368 1,962 (1,823) 442 910,139 2,758,081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62,181 1,273,812 511,000 – 368 1,962 (1,823) 442 910,139 2,758,081

二零一二年之權益變動：
年度溢利 – – – – – – – – 354,435 354,435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217 1,823 – – 2,040
          

總全面收益 – – – – – 217 1,823 – 354,435 356,475
          

核准上年度的股息（附註8(ii)） – – – – – – – – (15,545) (15,545)

本年度宣派股息（附註8(i)） – – – – – – – – (12,436) (12,436)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62,181 1,273,812 511,000 – 368 2,179 – 442 1,236,593 3,08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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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列示）

附註：

1 合規聲明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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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頒布所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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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是一致
的，因此本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規定而編撰。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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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編撰財務報表之準則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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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表乃以過往成本基準為編撰基準，惟按公允價值列賬之投資物業、於可換股債券之投
資及可供出售之金融工具及衍生金融工具除外。

編撰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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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之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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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期間，則於修訂期間及
未來期間確認。

3 會計政策之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了數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這些修訂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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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等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與國際
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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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變動並不影響本集團的財務報表，而本集團並無應用對本會計
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增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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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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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照本集團的主要業務而釐定。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是根據衛星服務的性質而分開安排和管理，其中每個分部代表一個於全球
市場提供不同服務的策略性業務分部。然而，本集團的執行董事認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
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經營業績及資產中超過90%是主要源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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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只有一名客戶的交易金額佔本集團收益超過10%。於截至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25,000,000元（二零一一年：126,172,000元）的收益是來
自此名客戶及歸屬於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地區分部
本集團的經營資產主要包括其用於或擬用於向多個國家（並非位於指定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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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列示按照客戶所在地區分析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總營
業額。

 香港 中國（香港除外） 新加坡 印尼 其他 總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對外客戶之營業額 96,682 84,584 197,835 174,636 86,616 101,271 145,641 148,298 373,837 249,528 900,611 75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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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淨收入
其他淨收入主要包括以下各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0,504 2,450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收入（附註12） 1,750 110

其他利息收入 445 –

外幣匯兌收益 5,274 8,623

有關物業之租金收入 515 547

其他服務收入 5,952 3,44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528 –

其他收入 547 478
  

 25,515 15,652
  

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及來自同集團附屬公司貸款之利息 34,109 23,425

扣除：已轉移到在建工程之資本性款項* (15,465) (20,281)
  

 18,644 3,144

利率掉期期權合約之公允價值變動 966 18,533

其他借貸成本 1,640 264
  

 21,250 21,941
  

* 借貸成本已按年利率2.0204厘至3.9511厘撥充資本（二零一一年：1.9695厘至3.1350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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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b)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1,196 1,113

 －稅務服務 177 134

 －其他服務 133 12

折舊 307,997 311,80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40

經營租約支出：最低租金支付金額
 －土地及樓宇及設備 212 190

 －衛星轉發器容量 12,578 4,746

確認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損失 213 125
  

7 綜合收益表內之稅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本年度稅項－海外

本年度稅項 13,889 12,540

過往年度多提之撥備 (55,334) –
  

 (41,445) 12,540
  

遞延稅項－香港

暫時差異之出現 71,429 66,878
  
  

實際稅項費用 29,984 79,418
  

稅項乃按有關國家適用之現行稅率計算。

本年的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本年的估計應評稅溢利以16.5%（二零一一年：16.5%）的稅率計
算。由於本年估計並無香港應課稅溢利或稅項虧損可用於抵銷本年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
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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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年度多提之撥備是指對來自海外收入預提稅項的回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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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本年度作出回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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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i) 本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東之股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已宣派及派付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0仙
 （二零一一年：2.00仙） 12,436 12,436

於結算日後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4.00仙（二零一一年：2.50仙） 24,872 15,545

  

 37,308 27,981
  

於結算日後擬派之末期股息並未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ii)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年度核準及支付的本公司股東之股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年度核準及支付的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50仙（二零一一年：無） 15,545 –

  

9 每股溢利
(a) 每股基本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
354,435,000元（二零一一年：280,923,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21,807,000

股（二零一一年：621,807,000股）計算，計算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621,807,000 414,538,000

發行紅股對股份之影響 – 207,269,00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21,807,000 621,807,000
  

(b) 每股攤薄溢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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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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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a) 增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增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為701,539,000元（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1,070,783,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出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淨值為1,012,116,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60,000元），獲得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溢利為528,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虧損為40,000元）。

(b) 對成本調整的影響

根據本公司附屬公司亞太通信衛星有限公司（「亞太通信」）與亞太6號衛星之第三方製造
商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八日訂立之協議以及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一日訂立之經修訂
協議（「協議」），本集團委託及參與亞太6號衛星之技術設計，以換取本集團有權從製造
商就製造商於其他項目使用亞太6號衛星之設計而根據上限取回建造成本。於二零一二
年內，已收到5,200,000元（二零一一年：7,800,000元），有關款項乃列作為對於物業、
廠房及設備－通訊衛星之成本的扣減。

(c) 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就其物業、廠房及設備進行評估並釐定亞太2R衛星之可收回金
額乃估計低於其賬面值。根據評估之結果，已就通訊衛星亞太2R衛星確認36,660,000元
之減值虧損並且於二零一一年的損益中扣除。根據本集團的進一步評估，於二零一二
年並無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減值虧損。

11 無形資產
所收購無形資產（不予攤銷）之賬面值包括以下項目：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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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形資產並無減值需要。

無形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是根據使用價值計演算法，將未來現金流量貼現並每年估算。現金
流量的計算是按照已經管理層認可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預算及計劃來計算（其後
轉為永久）。二零一三年後，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而帶來的預估收入會用作計算永久
期間的現金流量，而此與業務方面的一般預期相符。現金流量的現值是以約5.9%的貼現率貼
現計算。



21

12 可換股債券投資
於二零一一年，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訂立協議出售一項可供出售證券予中國新華電視控股
有限公司（「新華電視」，前稱進業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
該項可供出售證券是指新華電視亞太台運營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的5%已
發行股本。直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出售為止，該項可供出售證券的公允價值111,413,000

元是於綜合全面收益表入賬。同日，由於新華電視以發行可換股債券的方式結算，該公允價
值重新分類至損益。該可換股債券年期三年，年息率5%，換股價為0.196元。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可換股債券的公允價值重新計量為67,213,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01,424,000元），在損益中計入公允價值虧損34,211,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989,000元）。

可換股債券之公允價值變動載列如下：

 債務部分 衍生工具部分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首次確認日期 26,103 85,310 111,413

於損益確認之公允價值變動 434 (10,423) (9,989)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537 74,887 101,424

於損益確認之公允價值變動 3,175 (37,386) (34,211)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9,712 37,501 67,213
   

債務部份之公允價值乃根據合約釐定之未來現金流量按規定收益率折現之現值計算，而未來
現金流量乃經參考可換股債券發行人信用評級及至到期日之餘下時間釐定。可換股債券債務
部份之實際利率為14.68%（二零一一年：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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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可換股債券衍生工具部份進行估值時乃使用布萊克－蘇科爾期三項式點陣模式。於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可換股債券衍生工具部份代入模式
之數據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價 0.71港元 1.26港元
換股價 0.196港元 0.196港元
無風險利率 0.1433% 0.5384%

預計年期 1.94年 2.94年
隱含波幅 52.1500% 58.4273%

預期股息率 – –

可換股債券之債務及衍生工具部份於結算日分別之公允價值乃建基於與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
立估值師行漢華評值有限公司所進行之估值。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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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9,170 21,890

加：增加 456,612 –

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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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28) (2,720)
  

非流動部分 461,854 19,170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亞太通信與同集團附屬公司中國長城工業集團有
限公司訂立價值452,400,000元之發射服務合同，內容有關就一枚衛星提供發射及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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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貿易賬款（淨）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之信貸期為30日。於結算日，根據發票到期日及扣除呆壞賬撥備之
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0 - 30日 77,385 43,443

31 - 60日 9,118 6,896

61 - 90日 3,508 1,483

91 - 120日 2,706 198

超過120日 3,696 1,574
  

 96,413 53,594
  

應收貿易賬款預期一年內收回。

15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根據發票到期日之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0 - 3個月 16,476 24,899

4 - 6個月 – –

7 - 9個月 – –

9 - 12個月 – –
  

 16,476 24,899

應計支出 48,479 47,30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64,955 72,205
  

16 來自同集團附屬公司之貸款
結餘為本公司一名大股東之一間同集團附屬公司就採購亞太7B衛星所提供之融資。該筆貸款
以亞太7B衛星採購合同（包括但不限於亞太7B衛星及其相關權利、服務）轉讓作為該貸款的
保障。該筆貸款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3.3%（二零一一年：2%至3.4%）計息。年內，本集團已
提早全數清還貸款餘額。

17 或然負債
本公司已就銀行向其附屬公司授予之銀行融資作出擔保。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附
屬公司已動用之銀行融資款額為1,341,600,000元（二零一一年：1,194,960,000元）。

18 結算日後事項
董事會於結算日後宣派末期股息，總額為24,872,000元，有關詳情載於附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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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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用103名員工。在持續為員工安排
切合其適用的培訓之外，本集團按各雇員之職責及市場情況定期檢討薪酬政策。

審核委員會

在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召開的審核委員會上，本集團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
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與慣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核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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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五日委任）。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二零一二年度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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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7： 本公司之提名委員會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錫光博士，獨立非執行董
事崔利國先生，非執行董事林暾先生、尹衍樑博士、翁富聰先生及卓超先
生，因需遠赴海外公幹或處理重要事務，故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
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惟董事局多名代表，包括主席，
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出席了該大會，以回應有關本集團業務之
提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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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7 : 本公司之主席雷凡培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錫光博
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崔利國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孟興國博士、非執行
董事林暾先生、尹衍樑博士、翁富聰先生及卓超先生，因需遠赴海外公
幹或處理重要事務，故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舉行
之股東特別大會，惟董事局多名代表，包括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均出席了該大會，以回應有關相關議案之提問。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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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日期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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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確定有權出席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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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及過户分處卓佳登捷
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三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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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
年六月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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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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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的年報，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及本公司之網頁(www.apstar.com)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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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集團在二零一二年繼續錄得令人鼓舞的優良業績，借此機會向所有本集團之客
戶在過往多年中給予本集團的大力支持深表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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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雷凡培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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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凡培（主席）
林暾
尹衍樑
翁富聰
卓超
付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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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