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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度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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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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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本集團之營業額為1,247,51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138,055,000港元），
相比二零一三年增加了109,463,000港元，增長了9.6%。

稅前溢利

二零一四年本集團之稅前溢利為618,789,000港元（二零一三年：647,631,000港元），
相比二零一三年減少了28,842,000港元，減少了4.5%。

股東應佔溢利

二零一四年本集團之股東應佔溢利為508,045,000港元（二零一三年：545,471,000港
元）。每股基本溢利及每股攤薄溢利皆為81.70港仙（二零一三年：87.72港仙）。

股息

本公司於年內已曾派發中期現金股息每股5.00港仙。董事會已通過宣派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末期現金股息7.00港仙（二零一三年：7.00港仙）。
派發末期股息須待相關決議案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召開之股東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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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會上獲得通過方會作實。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或
前後派發予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星期二）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派發紅股

董事會建議按每2股獲發1股紅股（「紅股」）的比率向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星期二)

名列在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發紅股。該等紅股的權益均與本公司現時已發行
股份的權益相同。

派發紅股須待相關決議案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召開之股東週年大
會上獲得通過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批准以派發紅股所發行的新
股上市及買賣後方會作實。

載有關於派發紅股詳情的通函，將盡快寄發予股東。

業務回顧
在軌衛星

於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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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在
軌衛星轉發器總使用率為76.8%。

亞太5號衛星

亞太5號衛星定點於東經138度軌道位置，覆蓋亞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太平洋
島國和夏威夷，以及中國大陸、印度、台灣及香港。本集團持有亞太5號衛星上20

個C頻段轉發器及9個Ku頻段轉發器。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衛星使
用率為77.4%。

亞太6號衛星

亞太6號衛星定點於東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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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包括亞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太平洋島國和夏威夷。截至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衛星使用率為85.6%。

亞太7號衛星

亞太7號衛星定點於東經76.5度軌道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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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非洲及歐洲等全球75%人口區域。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亞太7號衛星使用率為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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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7B衛星

亞太7B衛星是亞太7號衛星之備份衛星。二零一二年亞太7號衛星成功發射後，亞
太7B衛星已轉讓予中國衛通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衛通」），並發射定點於東經87.5

度軌道位置，覆蓋亞太地區、中東和非洲地區。由二零一三年下半年開始，本集
團與中國衛通達成該衛星部分轉發器容量的租賃合作協議，並繼續以亞太7B衛星
面向市場提供服務。

亞太9A衛星

由二零一四年開始，本集團向中國衛通租用位於東經142度軌道位置的中星5A號
衛星（已命名為亞太9A衛星）部分轉發器。亞太9A衛星已成功為其接替衛星——亞
太9號衛星建立客戶群，並將在未來兩年取得業績貢獻及確保市場份額。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亞太9A衛星使用率為86.0%。

未來衛星

亞太9號衛星

亞太9號衛星是一顆基於東方紅4號系列平臺的高功率地球同步通信衛星。衛星載
有32個C頻段轉發器及14個Ku頻段轉發器。亞太9號衛星預計在二零一五年第四季
度發射，於東經142度軌道位置在軌交付和接替亞太9A衛星，包括其全部客戶群。
本集團相信，亞太9號衛星將有助於進一步擴大本集團在亞太地區的轉發器服務、
廣播服務及電訊服務的能力，擴充客戶基礎，增加業務收入和盈利。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該衛星的建造過程順利，並會按預定日期發射進入預
定軌道，接替亞太9A衛星。

轉發器出租業務
二零一四年內，縱使轉發器供過於求，競爭激烈，本集團之在軌衛星使用率繼續
維持在較高水準。憑藉亞太9A衛星成功的商務運營，本集團仍在亞太地區維持強
大的市場佔有率及增加了新的客戶及銷售量，客戶群進一步擴大，業務市場分佈
更加廣泛，為亞太9號衛星的投入服務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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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電視廣播及上行傳輸服務
本集團廣播服務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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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4年再次實現新的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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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其香港《固定傳送者牌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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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中心服務
亞太數據服務有限公司是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利用現有設備投資擴建的數據
中心服務設施正式提供服務。數據中心服務是本集團為客戶新設立的電訊服務，
有著顯著的業務增長潛力，與衛星服務、廣播服務和電訊服務有良好協同效應。

業務展望
展望二零一五年，隨著傳統衛星轉發器供應的增加和高通量衛星項目開始進入市
場，亞太地區、中東及非洲地區的市場競爭更加激烈，轉發器出租價格有明顯下
降趨勢。在此環境下，本集團亞太5號衛星、亞太6號衛星、亞太7號衛星和亞太9A

衛星之轉發器使用率仍將維持在較高水平，但出租率和價格的變化和影響將對集
團的收入和利潤構成較大壓力。面對市場形勢的變化，本集團將在努力開拓轉發
器租賃業務的同時，進一步加大開拓電視廣播服務、電訊服務及數據中心服務的
增值服務的力度，通過其協同效應拉動和推進轉發器業務的增長。亞太9號衛星在
二零一五年第四季度發射並隨即啟動商務運營後，將會增強本集團業務持續增長
的能力和業務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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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仍然非常穩健，經營業績持
續提升。下表載列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表現：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千港元
營業額 1,247,518 1,138,055 ＋9.6%
毛利 779,828 729,980 +6.8%
除稅前溢利 618,789 647,631 -4.5%
股東應佔溢利 508,045 545,471 -6.9%
每股基本溢利（港仙） 81.70 87.72 -6.9%
EBITDA 957,425 891,338 +7.4%
EBITDA利潤率(%)  76.7% 78.3% -1.6%

總資產 6,564,257 5,546,311 +18.4%
總負債 2,554,755 1,969,928 +29.7%
資產負債比率(%)  38.9% 35.5% +3.4%
流動資產比率 2.14倍 5.28倍 -3.14倍

本集團之營業額增長9.6%，比二零一三年增加了109,463,000港元，營業額增長主
要由於亞太9A衛星於二零一四年投入服務後確認了新增容量使用合同所致。股東
應佔溢利減少6.9%至508,045,000港元，減少主要由於本期確認了金融工具之公允
價值變動帶來的虧損。如不考慮公允價值虧損，核心業務淨溢利比二零一三年上
升8.3％。

服務成本

隨增加亞太9A衛星收入，服務成本同時增加14.6%至467,690,000港元。毛利增加
6.8%至779,828,000港元。

其他淨收入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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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19,000港元減少至27,681,000港元。減少原因主要是根據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人民幣對港元已貶值，造成非現金外匯損失。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成本由去年之財務成本27,928,000

港元減少至25,139,000港元，減少主要是由於清還部分銀行貸款後致貸款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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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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本集團把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債券兌換
成發行公司之178,571,429普通股股份並確認公允價值虧損為66,683,000港元，此中
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之投資乃界定為「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金融資產」
而初始公允價值為35,000,000港元。於年內，已出售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
16,220,000普通股股份，確認出售投資之收益2,172,000港元已計入損益。根據於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市值，餘下的162,351,429普通股股份投資之公允價值
重新計量為51,141,000港元，確認公允價值溢利21,088,000港元已計入損益。本集
團之按公允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15。

稅項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稅項支出與二零一三年之102,160,000港
元比較增加至110,744,000港元，主要由於本年度經營溢利增加所致。本集團之稅
項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8。

EBITDA

綜合亞太9A衛星所產生的收入，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EBITDA提
升7.4%至957,425,000港元，而EBITDA利潤率由78.3%輕微減至76.7%。

資本開支、資金流動性、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年內，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為1,076,511,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24,676,000港元）。主要資本開支是亞太9號衛星之購買款項及其他設備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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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本集團已根據二零一零
年融資清還28,000,000美元（約218,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融資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未償還本金餘額為132,000,000美元（約1,029,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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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借貸約為1,025,59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
約1,241,038,000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總借貸
減少約215,448,000港元，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已清還部份二零一零年融資貸款致貸
款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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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819,000

一年後但五年內償還 869,771,000

五年後償還 –
 

 1,025,590,000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入亞太9號衛星的應付資本開支後，本集團之
總負債為2,554,755,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584,827,000港元。
因此，資產負債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增加至38.9%，比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增加3.4百分點。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淨現金流入519,299,000港元（二
零一三年：淨現金支出67,004,000港元），此淨現金流入包括經營活動淨現金流
入745,530,000港元、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入111,467,000港元，對沖了融資活動中
的淨現金支出315,974,000港元，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包含償還二零一零年融資
218,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約1,627,770,000

港元之現金及銀行存款，其中44.2%為美元、55.7%為人民幣及0.1%為港元及其他
貨幣，包含608,8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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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874,000港元及有抵押銀行存款11,06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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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個月之債務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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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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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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內，人民幣對港元之外匯匯率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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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利率風險對沖，以減輕
利率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有抵押銀行存款約11,066,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15,504,000港元），是與年內之若干商業安排及於報告期末存在的二零一
零年融資有關。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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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840,000

港元）。

資本承諾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本承諾總額為593,196,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1,653,799,000港元），主要是已簽訂合約但尚未於本集團財務報表作出計
提及沒有於本集團財務報表已授權但未訂約，主要是採購亞太9號衛星之進度款項。

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或然負債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18。

報告期末後之事項

報告期末後，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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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4 1,247,518 1,138,055

服務成本  (467,690) (408,075)
   

毛利  779,828 729,980

其他淨收入 6 27,681 43,119

行政開支  (118,377) (133,578)

重估投資物業之溢利  391 1,568
   

經營溢利  689,523 64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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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45,595) 34,470

財務成本 7(a) (25,139) (27,928)
   

除稅前溢利 7 618,789 647,631

稅項 8 (110,744) (102,160)
   

年度及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508,045 545,471
   

每股溢利 10

基本及攤薄  81.70仙 87.72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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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年度溢利  508,045 545,471
   

本年其他全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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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299
   

  (309) 299
   
   

本年其他全面收益  (309) 299
   
   

本年總全面收益  507,736 54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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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3,964,040 3,183,673
投資物業  5,750 5,359
無形資產 12 133,585 133,585
合營企業權益  490 490
會所會籍  5,537 5,537
預付費用 13 110,926 459,741
應收貸款 14 24,180 –
遞延稅項資產  2,030 –
   

  4,246,538 3,788,385
   

流動資產

可換股債劵投資 15 – 101,683
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金融資產 15 51,141 –
應收貿易賬款（淨） 16 112,007 60,511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502,621 31,591
應收貸款 14 24,180 –
已抵押銀行存款  11,066 15,504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結餘  1,007,874 1,459,10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08,830 89,531
   

  2,317,719 1,757,926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17 821,068 117,049
已收預繳租金  63,605 61,812
一年內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155,819 107,980
本年稅項  44,507 46,045
   

  1,084,999 332,886
   
   

流動資產淨值  1,232,720 1,425,04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轉結  5,479,258 5,21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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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承前  5,479,258 5,213,425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869,771 1,133,058

已收按金  82,648 88,350

遞延收入  90,911 92,132

遞延稅項負債  426,426 323,502
   

  1,469,756 1,637,042
   
   

資產淨值  4,009,502 3,576,38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2,181 62,181

股份溢價  1,273,812 1,273,812

繳入盈餘  511,000 511,000

重估儲備  368 368

匯兌儲備  2,169 2,478

其他儲備  442 442

累計溢利  2,159,530 1,726,102
   

總權益  4,009,502 3,57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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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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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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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之權益變動：
 年度溢利 – – – – – – 545,471 545,471

 其他全面收益 – – – – 299 – – 299
        

總全面收益 – – – – 299 – 545,471 54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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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宣派股息 – – – – – – (31,090) (31,090)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62,181 1,273,812 511,000 368 2,478 442 1,726,102 3,576,383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62,181 1,273,812 511,000 368 2,478 442 1,726,102 3,576,383

二零一四年之權益變動：
 年度溢利 – – – – – – 508,045 508,045

 其他全面收益 – – – – (309) – – (309)
        

總全面收益 – – – – (309) – 508,045 507,736
        

核准上年度的股息 – – – – – – (43,526) (43,526)

本年度宣派股息 – – – – – – (31,091) (31,091)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62,181 1,273,812 511,000 368 2,169 442 2,159,530 4,00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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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列示，另有指明則除外）
附註：

1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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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頒佈所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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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公司條例之規定而編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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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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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集團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財務報表乃以過往成本基準為編撰基準，惟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金融資產、按公允
價值列賬之可換股債券投資及投資物業除外，詳情見下文所載會計政策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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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則於修訂期間及
未來期間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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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之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了多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及一項新詮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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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投資實體」

－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披露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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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投資實體」
有關修訂放寬符合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界定的投資實
體的母公司的綜合入賬要求。投資實體須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計量彼等的附屬公司。由於
本公司並不符合投資實體的定義，故該等修訂本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釐清《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的抵銷準則。由於有關修訂與本集團已採納的政策一致，故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
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披露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修改已減值非金融資產之披露規定。當中，
有關修訂擴大對可收回金額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計算之已減值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披
露規定。採納有關修訂對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之公允價值計量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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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持有、經營、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
及其他服務。

營業額乃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及其他服務已收及應收收入。
年內於營業額確認之各項收益之數額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收入 1,213,627 1,099,829

提供衛星廣播及電訊服務收入 26,216 29,886

服務收入 7,675 8,340
  

 1,247,518 1,138,05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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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的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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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客戶基礎多元化，當中只有兩名客戶的交易金額佔本集團收益超過10%。於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346,502,000元（二零一三年：273,325,000元）的收益是
來自此等客戶及歸屬於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

地區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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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帶來之收入
分別為120,589,000元、275,205,000元、531,708,000元及320,016,000元（二零一三年：分別為
105,112,000元、282,891,000元、418,706,000元及331,34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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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以往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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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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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述地區收入資料的呈報基準（包括比較數字）已由以國
家為基準改為以地區為基準。

6 其他淨收入
其他淨收入主要包括以下各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36,808 23,069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收入 708 1,750

其他利息收入 6,978 709

外幣匯兌(虧損)╱收益 (26,302) 12,564

有關物業之租金收入 794 579

其他服務收入 6,085 4,00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24

出售投資之收益 2,210 –

其他收入 400 423
  

 27,681 4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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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之利息 22,899 25,807

其他借貸成本 2,240 2,121
  

 25,139 27,928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b)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 核數服務 1,299 1,249

– 稅務服務 371 145

– 其他服務 14 148

折舊 295,974 294,93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43 –

經營租約支出：最低租金支付金額
– 土地及樓宇及設備 234 232

– 衛星轉發器容量 129,062 39,913

確認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損失 3,437 5,918
  

8 綜合損益表內之稅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本年度稅項－香港境外

本年度稅項 17,791 17,041

上年度超額撥備 (7,941) (6,364)
  

 9,850 10,677
  

遞延稅項－香港 100,894 91,483
  
  

實際稅項費用 110,744 102,160
  

稅項乃按有關國家適用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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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
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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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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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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本年間作出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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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16.5%）的稅率
計算。

9 股息
(i) 本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東之股息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已宣派及派付之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5.00仙（二零一三年：5.00仙） 31,090 31,090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7.00仙（二零一三年：7.00仙） 43,526 43,526
  

 74,616 74,616
  

由於末期股息是於報告期末後擬派，因此有關股息並未於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建議按每1股獲發2股的比率
向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名列在本公司股東名冊的全體股東派發紅股。

(ii)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年度核准及支付的本公司股東之股息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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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二零一三年：4.00仙） 43,526 2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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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溢利
(a) 每股基本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年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508,045,000元（二零一三年：
545,471,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21,807,000股（二零一三年：
621,807,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溢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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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增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增購總成本為1,076,511,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24,676,000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出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淨值為154,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25,000

元），獲得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為143,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溢利為24,000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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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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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形資產並無減值需要。

無形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是根據使用價值計算法估計。此等計算法使用建基於已經管理層
認可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預算及業務計劃的現金流量預測。二零一四年以後的
現金流量是根據來自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的已敲定服務協議的收益而推算並且按普遍預期
的行業增長率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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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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459,741 461,854

加：添置 109,934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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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749) (2,522)

  

非流動部分 110,926 459,741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亞太通信衞星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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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合約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屆滿而亞太通信預付的
452,400,000元將於合約屆滿時退還。因此，有關預付款項分類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流動資產。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亞太通信與一名第三方訂立授權協議，內容有關軌
道位置之獨家使用權利，協議總金額為28,000,000美元。年內，亞太通信已就此項協議支付
15,000,000美元。

14 應收貸款
來自一名第三方之應收貸款為48,360,000元，此款乃無抵押以及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5厘
之年利率計息。其中24,180,000元之結餘為於報告期末起計一年後但在五年內到期以及並無
逾期亦無減值。

15 可換股債券投資及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本集團將所持有之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債券轉換
為發行公司之178,571,429普通股股份並確認公允價值損虧為66,683,000元，於中國新華電視
控股有限公司上市股份之投資乃指定為「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金融資產」而初始公允
價值為35,000,000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公允價值按期末之市場價值重新計
量為51,141,000元，確認公允價值溢利21,088,000元計入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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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收貿易賬款（淨）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之信貸期一般為30日。於報告期末，根據到收入確認日及扣除呆
壞賬撥備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1-30日 45,388 24,783

31-60日 16,204 8,412

61-90日 11,673 5,920

91-120日 7,039 3,455

超過120日 31,703 17,941
  

 112,007 60,511
  

應收貿易賬款預期一年內收回。

17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根據報告期末之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元 千元

0-3個月 15,592 36,770

4-6個月 – –

7-9個月 – –

9-12個月 – –
  

 15,592 36,770

應計支出 805,476 80,279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821,068 117,049
  

18 或然負債
本公司已就銀行向亞太通信衛星有限公司授予之有抵押銀行融資作出擔保。於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附屬公司已動用之銀行融資款額為1,029,600,000元（二零一三年：
1,248,000,000元）。

19 報告期末後事項
董事會於報告期末後宣派末期股息，總額為43,526,000元，有關詳情載於附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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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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用117名員工。在持續為員工安排
切合其適用的培訓之外，本集團按各僱員之職責及市場情況定期檢討薪酬政策。

審核委員會
在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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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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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二零一四年度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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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之主席雷凡培先生、非執行董事林暾先生、尹衍樑博士、卓超先生、
付志恒先生及翁富聰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崔利國先生及孟興國博士，因
需遠赴海外公幹或處理重要事務，故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九
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惟董事會多名代表，包括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均出席了該大會，以回應相關議案之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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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7: 本公司之主席雷凡培先生、非執行董事林暾先生、尹衍樑博士、卓超先生、
付志恒先生及翁富聰先生，因需遠赴海外公幹或處理重要事務，故未能出
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惟董事會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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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7: 本公司之主席雷凡培先生、非執行董事林暾先生、尹衍樑博士、卓超先生、
付志恒先生及林建順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崔利國先生及孟興國博士，因
需遠赴海外公幹或處理重要事務，故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惟董事會多名代表，包括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均出席了該大會，以回應相關議案之提問。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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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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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確定有權出席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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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及過戶分處卓佳登捷
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二十二樓。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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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派紅股及末期股息的資格，所有適當填妥的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
戶登記及過戶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二十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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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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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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謝
二零一四年本集團繼續錄得營業額增長及可觀盈利，借此機會向亞太衛星之客戶
給予亞太衛星的支持深表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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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洁

香港，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程廣仁（總裁）
齊 良（副總裁）

非執行董事：
袁 洁（主席）
林 暾
尹衍樑
卓 超
付志恒
林建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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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