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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1045），
全資擁有亞太通信衛星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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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擁有和經營有亞太1號、亞太1A、亞太5號、亞太6號
及亞太7號五顆在軌衛星（「亞太衛星系統」），覆蓋亞洲、歐洲、非洲和澳洲等全球約75%人口
之地區，為這些地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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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站式」服務。

亞太衛星集團先進的亞太衛星系統，以及周致和高品質的服務，使亞太衛星成為亞太地區非常
重要的衛星資源。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成功發射的亞太7號衛星，進一步豐富和壯大了
亞太衛星系統的服務能力和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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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部） 
網址：www.apstar.com

亞太衛星系統
衛星 型號 軌道 

位置
轉發器

C頻段 Ku頻段

數量 覆蓋地區 數量 覆蓋地區

亞太7號衛星 Thales
Alenia Space
SB-4000 C2

東經
76.5度

28 歐洲、亞洲、非洲、
澳洲佔全球人口約75%

28 中國（包括香港、澳門及
台灣）、中東、非洲、可
移動覆蓋

亞太6號衛星 Thales
Alenia Space
SB-4000 C1

東經
134度

38 中國、印度、東南亞、
澳洲、夏威夷、關島、
南太平洋群島

12 中國（包括香港、澳門及
台灣）

亞太5號衛星 勞拉
FS-1300

東經
138度

38 中國、印度、東南亞、
澳洲、夏威夷、關島、
南太平洋群島

8

8

中國（包括香港、澳門及
台灣）
中國及印度

亞太1A衛星 波音 
BSS-376

東經
51.5度

24 亞洲及非洲（運行於傾
斜軌道）

– –

亞太1號衛星 波音
BSS-376

東經
163度

24 亞太地區（運行於傾斜
軌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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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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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秘書
盧建恒

授權代表
程广仁 
盧建恒

審核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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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敬文 
崔利國 
孟興國

薪酬委員會成員
呂敬文（主席）
齊 良
林錫光 
崔利國 
孟興國

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主要股份登記及過戶處

HSBC Bank Bermuda Limited
6 Front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香港股份登記及過戶處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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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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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及獨立核數師審閱。

中期業績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本集團之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為559,091,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02,337,000港元）及278,96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104,712,000港元），較上年度同期上升分別為39.0%及1.66倍。每股基本溢利為44.86
港仙（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84港仙）及經攤薄每股基本溢利為44.86港仙（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84港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定按每股5.00港仙之比率派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2.00港仙）。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一）或前後派發予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星
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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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本集團之在軌亞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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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優質服務。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之轉發器
總使用率為80.95%。

本集團擁有的在軌之亞太5號、亞太6號和亞太7號衛星，組合構成了對亞洲、澳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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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衛星是一顆美國Space Systems/Loral製造的FS1300型高功率地球同步通信衛星，
定點在東經138度軌道位置。亞太5號衛星是亞太地區最先進的通信衛星之一，本集團持有該
衛星20個C頻段轉發器和9個Ku頻段轉發器。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亞太5號衛星使
用率達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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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6號衛星

亞太6號衛星是一顆歐洲Thales Alenia Space France製造的Spacebus 4000 C1型高功率
地球同步通信衛星，定點在東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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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亞太地區提供最先進的衛星傳輸服務。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亞太6號衛星使
用率達87.24%。

亞太7號衛星

亞太7號衛星是一顆歐洲Thales Alenia Space France製造的Spacebus 4000 C2型高功率
地球同步通信衛星，定點在東經76.5度軌道位置。該衛星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成功發
射升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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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非洲和中東等
地區，是亞太地區最優質的衛星之一。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亞太7號衛星使用率達
75.08%。

衛星轉發器出租業務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本集團之在軌衛星轉發器使用率得到進一步提高。在保持原有市場
份額和主要客戶的同時，還在亞太地區、中東和非洲等地區增加了新的業務和客戶，與一些
國際著名電視廣播媒體達成了轉發器服務合約。目前，本集團衛星轉發器出租業務之客戶群
和業務市場分佈更加廣泛，進一步增加了本集團的服務能力、收入和盈利水平。

衛星電視廣播及上行服務

衛星電視廣播及上行傳輸服務是本集團基於擁有的衛星轉發器和全資附屬公司亞太衛
視發展有限公司持有的《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為市場提供的非常重要的衛星增值服務。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本集團衛星電視廣播及上行傳輸服務業務進一步取得較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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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區域內的
電訊運營商、互聯網服務商和廣播電視用戶提供衛星對外電訊服務、設施管理服務、衛星通
訊和衛星電視的上下行傳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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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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全面投入運營服務，向客戶提供具有衛星通訊傳輸保障能力
的數據中心服務。數據中心服務是本集團為客戶新設立的電訊增值服務。根據本集團之長期
規劃，數據中心服務有顯著的業務增長潛力，與本集團之衛星電訊服務具有良好的協同效應，
並有良好的業務增值能力。

業務展望

展望二零一三年全年，本集團相信亞太、中東、非洲等地區的衛星轉發器需求仍將繼續
保持增長之態勢。本集團憑藉旗下優質的在軌衛星轉發器資源、廣泛的覆蓋範圍、高質量的
客戶服務能力、良好的市場形象和客戶認知，將會在極具發展潛質的衛星轉發器市場拓展上
取得更好成績。本集團之亞太5號衛星、亞太6號衛星和亞太7號衛星之使用率將繼續維持高位，
在保持穩定市場份額的同時，幫助本集團錄得穩定及可觀之營業收入。

本集團之衛星電視廣播服務、衛星電訊服務和數據中心服務等增值業務的持續增長和
協同效應的實現，亦將對本集團的業務發展產生有益的貢獻。

財務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仍然十分穩健，詳情請參照財務部分。

企業管治

本集團將積極維持高標準之企業管治，特別是在內部控制及遵守法規方面。

致謝

本人藉此機會向本集團全體員工和本集團之客戶表示衷心感謝！

雷凡培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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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仍然非常穩健，經營業績持續提升。下

表載列此期間財務表現：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變動

營業額 559,091 402,337 +39.0%
毛利 375,509 213,412 +76.0%
除稅前溢利 332,258 142,660 +132.9%
股東應佔溢利 278,960 104,712 +166.4%
每股基本溢利（港仙） 44.86 16.84 +166.4%
EBITDA利潤率(%) 84.8% 80.1% +4.7%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資產 5,218,071 5,027,948 +3.8%
總負債 1,877,271 1,941,373 -3.3%
資產負債比率(%) 36.0% 38.6% -2.6%
流動資產比率 7.28倍 5.14倍 +2.14倍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營業額增長39 .0%，較二零一二年同期增加了
156,754,000港元，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確認了六個月的亞太7號衛星新增一些容量使用合同
所致（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開始運作）。股東應佔溢利上升166.4%至278,960,000港元，增
加主要由於下列各項：

其他淨收入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之其他淨收入由去年同期之其他淨收入8,253,000港
元增加至14,039,000港元。其他淨收入當中包括利息收入7,971,000港元，來自期內之平均銀
行存款金額增加及人民幣存款利率上升所  賺取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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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之財務成本由去年同期之財務成本4,517,000港元增
加至14,266,000港元，增加主要是由於亞太7號衛星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開始運作後，其相
關利息費用不再資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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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獨立專業估值師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所進行的評估，可換股債券的公允價值
重新估值為71,736,000港元，確認公允價值溢利4,523,000港元計入損益。本集團之可換股債
券投資詳情載於本中期財務報告附註12。

稅項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稅項支出與二零一二年同期之37,948,000港元比較，
增加至53,298,000港元，主要由於期內經營溢利增加及撥回海外收入的預提稅項撥備所致。
本集團之稅項詳情載於本中期財務報告附註6。

資本開支、資金流動性、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期內，本集團之固定資產的資本開支為17,55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690,332,000港元）。主要資本開支是增加設備（包含數據中心服務的設備）的付款。以
上資本性支出的資金來源主要為自有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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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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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器收入。於期內，
本集團已根據二零一零年融資清還12,000,000美元（約93,6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融資於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未償還本金餘額為160,000,000美元（約1,248,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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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總借貸約為1,241,23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1,333,568,000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總借貸減
少約92,335,000港元，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已提前清還部份二零一零年融資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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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233,000
五年後償還 –
 

 
 1,241,233,000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負債為1,877,271,000港元，較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64,102,000港元，主要原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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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2.6百分點。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淨現金流入86,603,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4,84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約
1,122,915,000港元之現金及銀行存款，其中28%為美元計算、71%為人民幣及1%為港元
及其他貨幣，包含243,13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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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705,000港元及有抵押銀行存款15,07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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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人民幣對港元之外匯利率升值1.3%，管理層認為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不利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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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繼續以保守取態管控利率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有抵押銀行存款約15,072,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56,88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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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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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與樓宇作抵押，其賬面淨值約3,89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957,000港
元）。

資本承諾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本承諾總額為8,11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4,09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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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40,000港元），是於本集團財務報表已授權但
未訂約，主要是未來採購設備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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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或然負債詳情載於本中期財務報告附註19。

結算日後之事項
結算日後，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詳情載於本中期財務報告附註22。

人力資源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人數103名（二零一二年：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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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期間，本集團在一定
幅度上增長了員工的薪酬。本集團已設立員工激勵計劃，藉以進一步鼓勵僱員對本集團作出
更大的貢獻。本集團已提供多項在職培訓旨在增進及提升僱員對與工作範疇相關知識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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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

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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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3,4 559,091 402,337
服務成本  (183,582) (188,925)

毛利  375,509 213,412
其他淨收入 5(a) 14,039 8,253
重估投資物業之溢利 10 1,146 499
行政開支  (48,693) (52,979)

經營溢利  342,001 16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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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3 (22,008)
財務成本 5(b) (14,266) (4,517)

除稅前溢利 5 332,258 142,660
稅項 6 (53,298) (37,948)

本期及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278,960 104,712

每股溢利 8
 －基本及攤薄  44.86仙 16.84仙

第17至30頁之附註乃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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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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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元 千元

本期溢利 278,960 104,712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及作出重新分類調整後）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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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308)
 現金流量對沖：對沖儲備之變動 – 1,823

 137 1,515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137 1,515

本期總全面收益 279,097 106,227

第17至30頁之附註乃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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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至30頁之附註乃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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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4,466 3,453,945
 投資物業 10 4,937 3,791
 無形資產 11 133,585 133,585
 可換股債券投資 12 71,736 67,213
 會所會籍  5,537 5,537
 預付費用 13 461,273 461,854

  4,001,534 4,125,925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淨） 14 76,028 96,41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7,594 19,829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 15,072 56,887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結餘  864,705 572,3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 243,138 156,535

  1,216,537 902,023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17 51,767 64,955
 已收預繳租金  67,065 60,741
 本年稅項  48,270 49,882

  167,102 175,578

流動資產淨值  1,049,435 726,445

總資產減流動資產轉結  5,050,969 4,85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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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總資產減流動資產承前  5,050,969 4,852,370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18 1,241,233 1,333,568
 已收按金  84,428 84,473
 遞延收入  104,262 115,735
 遞延稅項負債  280,246 232,019

  1,710,169 1,765,795

資產淨值  3,340,800 3,08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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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6 2,179
 其他儲備  442 442
 累計溢利  1,490,681 1,236,593

總權益  3,340,800 3,086,575

第17至30頁之附註乃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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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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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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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溢利 – – – – – – – 104,712 104,712
其他全面收益 – – – – (308) 1,823 – – 1,515

總全面收益 – – – – (308) 1,823 – 104,712 106,227

核准上年度的股息（附註7(b)） – – – – – – – (15,545) (15,545)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62,181 1,273,812 511,000 368 1,654 – 442 999,306 2,848,763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62,181 1,273,812 511,000 368 2,179 – 442 1,236,593 3,086,575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溢利 – – – – – – – 278,960 278,960
其他全面收益 – – – – 137 – – – 137

總全面收益 – – – – 137 – – 278,960 279,097

核准上年度的股息（附註7(b)） – – – – – – – (24,872) (24,872)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62,181 1,273,812 511,000 368 2,316 – 442 1,490,681 3,340,800

第17至30頁之附註乃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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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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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  480,106 287,660

已付之稅項  (6,684) (6,708)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473,422 280,952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59,055) (306,657)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31,844) 84,8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淨額  82,523 59,137

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 156,535 240,064

匯率變動之影響  4,080 5,712

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 243,138 304,913

第17至30頁之附註乃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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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以港元列示，另有指明則除外）

1. 編製基準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並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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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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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
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獲授權發佈。

本中期財務報告是按照二零一二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的，惟預期將於二零
一三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的詳情載於附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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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與部份的附註。附註闡述了自二零一二年年度財務報表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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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及附註並不包括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完整財務報表之所需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雖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的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
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了審閱。畢馬威會計
師事務所致董事會的獨立審閱報告載於第35至36頁。

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財政年
度的法定財務報表，但資料則源自有關財務報表。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索取。本公司核數師已在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核數師
報告中對這些法定財務報表出具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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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之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了多項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這些新準則
和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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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項相等的經修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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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以下發展與本集團的財
務報表相關：

－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呈列財務報表－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有關發展之影響論述如下：

•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要求實體將未來滿足特定條件下可能重新分
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項目與永遠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加以區分。本集團已於本財
務報表中對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作出相應修訂。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中有關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以及常務詮譯委員會╱香港－常務詮譯
委員會第12號「綜合－特殊目的實體」之規定。其引入了一個單一的控制模型以確定某被投資
單位是否應予以合併，關注於實體是否對該被投資單位具有控制力，參與被投資單位經營並
享有其回報的程度或權利，以及運用其權力影響回報金額的能力。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後，本集團已更改有關會計政策以確
定是否對被投資單位具有控制。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該項變更並未對本集團有關對被
投資單位的控制權的結論產生影響。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取代現有各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中的現行指引並成為公允價值計量的單一指引。《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對於金融工具和非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均提供了更詳細的披露
要求，其中包括針對中期財務報告的披露要求。本集團已在附註12作出有關披露。《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的採納對本集團的資產和負債的公允價值計量沒有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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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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年及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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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並無呈列經營分部之分析。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經營資產主要包括其已投入服務以向多個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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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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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帶來之收入分別為50,486,000

元、139,128,000元、203,174,000元及166,303,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6,349,000元、101,375,000元、153,669,000元及90,944,000元）。

於以前期間，客戶之註冊成立地點乃視為本集團獲得收入之地理位置而作分部報告之用。管理層已
於本期內因應本集團不斷壯大之客戶組合而重新考慮此基準，並認為按本集團衛星提供覆蓋的地理
區域來劃分本集團獲得收入之地理位置將為更合適的基準，但是考慮到本集團衛星營運之多區廣播
性質，以及在單獨國家層面的衛星覆蓋資料未必可隨時獲得而取得相關資料的成本可能過高。上述
地區收入資料的呈報基準（包括比較數字）已作出更改。

4. 業務的淡旺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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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元 千元

(a) 其他淨收入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7,971 3,756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收入 875 875

其他利息收入 200 66

外幣匯兌收益 2,555 –

有關物業之租金收入 245 266

其他服務收入 1,933 3,054

出售固定資產所致溢利 49 26

其他收入 211 210

 14,039 8,253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元 千元

(b)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及來自同集團附屬公司貸款之利息 13,182 18,674

扣除：已轉移到在建工程之資本性款項 – (15,465)

 13,182 3,209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變動 – 966

其他借貸成本 1,084 342

 14,266 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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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元 千元

(c) 其他項目
折舊 147,041 161,694

外幣匯兌虧損 – 5,338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境外
本期撥備 8,254 6,573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3,182) –

 5,072 6,573

遞延稅項－香港 48,226 31,375

實際稅項費用 53,298 37,948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有稅項虧損可用於抵銷本期應課稅溢利或本期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因此
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香港境外稅項包括已付或應付有關本集團向香港以外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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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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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本期間作出撥回。

有關香港利得稅的遞延稅項是按本期的估計暫時差異以16.5%（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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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元 千元

於結算日後建議派發之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5.00仙（二零一二年：2.00仙） 31,090 12,436

由於中期股息於結算日後宣派，因此此股息未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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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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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仙（二零一二年：2.50仙） 24,872 1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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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960,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104,712,000元）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21,807,000股（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21,807,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溢利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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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增購總成本為17,551,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90,332,000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出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淨值為零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34

元），獲得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溢利為49,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溢利為26,000元）。

(b) 減值虧損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其物業、廠房及設備進行評估，
並沒有資產有減值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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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開市值基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重估為4,937,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791,000元）。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重估收益為1,146,000元（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99,000元）於損益內確認。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投資物業的添置、出售或轉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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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就其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無形資產進行減值評估，結論為並
無減值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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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換股債券投資及公允價值計量

本集團持有由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發行之可換股
債券。該可換股債券年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開始日期起計三年，年息率5%，換股價為0.196
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可換股債券的公允價值重新計量為71,736,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67,213,000元），在本期損益中確認公允價值收益4,523,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虧損22,008,000元）。

可換股債券之公允價值變動載列如下：

 債務部份 衍生工具部份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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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損益確認之公允價值變動 1,338 3,185 4,523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31,050 40,686 71,736

於計量債務及衍生工具部份之公允價值時，所有重要輸入均直接或間接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於第
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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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7%（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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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換股債券投資及公允價值計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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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可換股債券衍生工具部份代入模式之數據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價 0.78港元 0.71港元
換股價 0.196港元 0.196港元
無風險利率 0.3335% 0.1433%
預計年期 1.44年 1.94年
隱含波幅 54.0209% 5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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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第一級（相同資產在活躍市場中的報價）與第二級（其
他重大可觀察輸入）之間的轉移，亦無轉入或轉出第三級（重大無法觀察輸入）之情況（二零一二年：
無轉移）。本集團之政策為於發生公允價值等級轉移之報告期間結束時，確認公允價值等級中不同
級別之間的轉移。

13. 預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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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461,854 19,170

加：添置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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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 (13,928)

非流動部分 461,273 46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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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預付費用（續）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亞太通信衞星通信有限公司（「亞太通
信」）與本集團的同集團附屬公司中國長城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就一夥衛星提供發射及相關服務訂立發
射服務合同，涉及金額為452,400,000元。

14. 應收貿易賬款（淨）

於結算日，根據到期日及扣除呆壞賬撥備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並無逾期亦無減值 54,395 27,500

1 – 30日 9,462 49,885

31 – 60日 4,281 9,118

61 – 90日 2,275 3,508

91 – 120日 1,524 2,706

超過120日 4,091 3,696

 76,028 96,413

本集團一般向其貿易客戶提供之信貸期為30日。應收貿易賬款預期於結算日起一年內收回。

15.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已抵押銀行存款為15,072,000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6,887,000元），主要是關於期內其他商業安排及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一間銀行向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出具保證函，乃由本集團賬面淨值約
3,899,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957,000元）之土地與樓宇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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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三個月內到期之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 171,840 19,843

銀行結存及現金 71,298 136,692

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和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3,138 156,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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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預期於結算日起一年內清繳。

18. 有抵押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有抵押銀行借貸（已扣除未攤銷之融資成本）之還款期如下：

一年內或按通知 – –

一年後但五年內 1,241,233 1,146,588

五年後 – 186,980

 1,241,233 1,33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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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抵押銀行貸款（續）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亞太通信（作為借款人）與本公司（作為保證人）與一銀團訂立融資協議，乃
關於總額最高為200,000,000美元的定期貸款融資（「二零一零年融資」）。二零一零年融資已用於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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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融資是以下列各
項作為抵押：轉讓有關亞太7號衛星之建造、發射及相關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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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融資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每半年以分期形式在六年期間還款。期內，
亞太通信已就此償還12,000,000美元（約93,600,000元）。因此，二零一零年融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的未償還本金結餘160,000,000美元（約1,248,000,000元）。

二零一零年融資受制於其契諾，關係到本集團之若干比率，常見於與金融機構之借貸安排。倘本集
團違反有關契諾，則已支取之融資須即時償還。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而言，本集
團已遵守上述各項契諾。

19. 或然負債

本公司已就銀行向亞太通信授予之有抵押銀行融資（見附註18）作出擔保。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附屬公司已動用之銀行融資款額為1,248,000,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41,600,000元）。

就有抵押銀行借貸及融資而抵押之資產已於附註15披露。

20.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結算日尚未撥備之未履行
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已訂約 8,118 14,091

已授權但未訂約 11 4,740

 8,129 1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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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承擔（續）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之將來最低租賃
付款如下：

 土地及 衛星轉發器
 樓宇以及設備 容量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一年內 108 7,833 7,941

一年後但五年內 53 6,811 6,864

 161 14,644 14,805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年內 124 9,659 9,783

一年後但五年內 84 9,074 9,158

 208  18,733 18,941

21. 與關連各方之重大交易

(a) 本集團期內與關連各方訂立之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元 千元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衛星
 電訊服務予同集團附屬公司之收入（附註i） 77,305 61,642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衛星電訊服務予本公司
 一名股東之控股公司之收入（附註i） 23,161 22,308

獲一間同集團附屬公司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
 及衛星電訊服務之付款（附註i） (4,770) –

支付予一間同集團附屬公司之管理費費用（附註ii） (29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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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與關連各方之重大交易（續）

(a) 本集團期內與關連各方訂立之交易如下：（續）
附註：

(i) 與關連方進行之該等交易之條款及條件是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

(ii) 管理費是就期內獲提供之服務而支付予一間同集團附屬公司。

(b)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包括已支付╱應付本公司董事及若干最高薪僱員之款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元 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6,226 5,225

其他長期福利 666 559

 6,892 5,784

22. 結算日後事項

董事會於本中期期間結束後宣派中期股息，總額為31,090,000元，有關詳情載於附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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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資料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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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權益 佔已發行
名稱 附註 數目  股本百分比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 1 346,644,500 55.75
中國衛星通信集團有限公司 2 330,300,000 53.12
APT Satellite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3 321,300,000 51.67
Temasek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 4 34,200,000 5.50
新加坡電信有限公司 4 34,200,000 5.50
新加坡衛星私人有限公司 4 34,200,000 5.50

附註：

1.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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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透過持有中國衛星通信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衛通」）99.75%權益，間接持有
APT International Sate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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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000股股份（大 

約1.45%的權益）；

(b) 中國航天 ( i )透過持有中國長城工業集團有限公司1 0 0 %權益，間接持有A P T 

International14.29%權益；及(ii)透過間接持有中國長城工業（香港）有限公司100%權益，
間接持有本公司7,344,500股股份（大約1.18%的權益）；

(c) 中國航天直接持有本公司9,000,000股股份（大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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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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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000 

股股份（大約1.45%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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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續）

附註：（續）

3. APT International直接持有本公司321,300,000股股份（大約5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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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9%權益，而新加坡電信則透
過持有新加坡衛星私人有限公司之100%權益而視為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新加坡衛星私人有
限公司持有APT International 28.57%權益並直接持有本公司34,200,000股股份（大約5.50%的
權益）。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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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
冊所載，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擁有或被視作擁有於本公司或任何聯營公司（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或該權益是須要根據《上市公
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董事個人簡介變更

自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報發出之日起，或（視情況而定）於二零一二年年報發出後由
本公司宣布董事變更之公告日期起之董事個人簡介變更而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
及13.51B(1)條作出披露者，詳列如下：

– 雷凡培先生已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五日被任命為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董事及總
經理。

除上述外，本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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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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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守則條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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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7： 本公司之董事會主席雷凡培先生及非執行董事林暾先生、尹衍樑博士、翁富
聰先生、卓超先生、付志恒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孟興國博士，因需遠赴
海外公幹或處理重要事務，故未能出席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舉行
之股東週年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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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答有關本集團業務之提問。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的證券交易，已採納一套不低於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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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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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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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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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會議上，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
原則與慣例，以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並討論審核與內部監控事宜。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呂敬文博士、
林錫光博士、崔利國先生及孟興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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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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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11頁至第30頁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的中期財務報告。此中期財
務報告包括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綜合收益表、
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解釋。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必須符合上市規則中的相關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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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視乎該公司是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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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貴公司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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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結論，並按照我們雙方所協定的應
聘條款，僅向全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
告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
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中期財務報告審閱工作包括向主要負責財務和會計事項的人員詢問，
並實施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
所以不能保證我們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任何
審核意見。



36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3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我們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的中期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沒有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或《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十號
太子大廈八樓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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