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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衛星

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間接擁有亞洲衛星有限公司
（「亞洲衛星」）及其他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股份代號1135）上市。

亞洲衛星是亞洲區內具有領導地位的衛星公司，為廣播及電訊市
場提供優質衛星服務。本集團擁有六枚衛星，位於亞洲大陸上空
之主要對地靜止位置，提供連接至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

我們的願景

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衛星方案供應商，以及市場上備受推崇、直
覺推薦的合作夥伴首選。

www.asiasat.com

亞洲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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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非執行董事

居偉民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由副主席
 調任為主席）

副主席及非執行董事

唐子明 (Gregory M. ZELUCK)（於二零一六年一月 
 一日由主席調任為副主席）

執行董事

魏義軍 (William WADE) （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羅寧

翟克信 (Peter JACKSON)
Julius M. GENACHOWSKI
殷尚龍 

替任董事

莊志陽 （羅寧之替任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開賢

Kenneth McKELVIE
James WATKINS
王虹虹

審核委員會

Kenneth McKELVIE （主席）
李開賢

James WATKINS
王虹虹

居偉民 （沒有投票權）
殷尚龍 （沒有投票權）

合規委員會

James WATKINS （主席）
Julius M. GENACHOWSKI
翟克信 (Peter JACKSON)
魏義軍 (William WADE)
李開賢

Kenneth McKELVIE

提名委員會

王虹虹 （主席）
居偉民

殷尚龍

李開賢

James WATKINS

薪酬委員會

李開賢 （主席）
翟克信 (Peter JACKSON)
唐子明 (Gregory M. ZELUCK)
Kenneth McKELVIE
王虹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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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公司秘書

楊小清

授權代表

魏義軍 (William WADE)
楊小清

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其他往來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香港分行）

主要代表律師

孖士打律師行

註冊辦事處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

總辦事處

香港灣仔

港灣道二十五號

海港中心十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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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首六個月，面對市場競爭越趨激烈、巨大的價格壓力及整體環球經濟下滑，亞洲

衛星繼續努力克服嚴峻的市場環境。

收入和溢利淨額與二零一五年同期維持於相對平穩的水平。

儘管市場環境挑戰重重，亞洲衛星於回顧期內奪得一些新合約。我們的先進新衛星亞洲六號

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已全面投入運作，並取得中國、孟加拉和泰國等市場的新客戶。我們亦

增添來自亞洲各地的新客戶，包括緬甸等新興市場，以及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和越南等

等。

我們拓展超高清 (UHD)市場的努力開始取得進展，超高清技術為未來電視廣播之標準，我們作
為亞洲區先驅之地位更廣受認許。

中期業績

收入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之收入為640,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641,0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大致
相若。

手頭合約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手頭合約價值約為3,543,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517,000,000港元），與去年底比較，保持穩定。

經營開支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不包括折舊之經營開支為117,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26,000,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下降了9,000,000港元。開支減少主要來自匯兌虧損和員工成本下降，惟被貿
易應收賬項減值支出增加有所抵銷。

財務開支

財務開支為67,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39,000,000港元），其中46,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26,000,000港元）列作衛星成本予以資本化。由於股息資本重組於二零一五年完成，銀行借貸
水平上升導致財務開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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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折舊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之折舊為261,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20,000,000港元），增加了
41,000,000港元，主要由於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於本中期期間計提完整六個月的折舊
支出。

所得稅抵免╱開支

所得稅抵免為7,0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之所得稅開支50,000,000港元比較，開支減少了
57,000,000港元。稅負減少主要因為與稅務當局就若干收支項目之稅務處理達成協議後，回撥
過往年度作出之稅項撥備。

溢利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之擁有人應佔溢利為249,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50,000,000港元），跟去
年同期相若。上文所述之稅務抵免完全抵銷了折舊支出的上升。

現金流量

二零一六年首六個月，本集團出現淨現金流出13,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0,000,000港元），
當中已包括支付資本支出183,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441,000,000港元）及償還銀行貸款
292,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44,0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
銀行結餘為225,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8,000,000港元）。

股息

董事局決議不派發本中期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特別中期股息每股11.89港元及中期
股息每股0.18港元）。

衛星

於二零一六年首六個月，我們透過不斷壯大的衛星隊伍繼續為亞太各地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亞洲三號S衛星現時仍在運作中，出租予一名客戶作短期用途。

亞洲四號衛星定位於東經122度，為客戶提供廣泛的衛星服務，包括亞太區覆蓋範圍內之電視
廣播分發、直接到戶電視 (DTH)和寬頻服務。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越來越多廣播機構開始利
用此衛星作為超高清節目平台。從我們「4K-SAT」頻道播放更多由超高清內容夥伴提供之視頻
內容，正是最佳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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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亞洲五號衛星定位於東經100.5度，再次成為向亞洲區觀眾即時傳送世界各地體育盛事及國
際大事之最佳平台。該等盛事包括澳洲網球公開賽、溫布頓網球錦標賽、二零一六年達喀爾

拉力賽、高爾夫大師賽和多項歐洲足球賽事，以及台灣總統選舉和MTV電影大獎等新聞和節
目。此外，亞洲五號衛星成為向航空和電訊客戶提供甚小口徑終端機服務之平台。

亞洲七號衛星定位於東經105.5度，於今年首六個月繼續成為傳輸來自南亞、東亞及環球電
視網絡優質內容的首選平台。期內獲得的眾多新客戶包括Sony Pictures Networks India、緬甸
KBZ Gateway和SEANET為提供寬頻數據連接服務而建設的全國性甚小口徑終端機網絡。Japan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Inc.亦擴展其英語新聞及生活資訊高清頻道「NHK WORLD TV HD」的亞太區
服務。

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為我們衛星團隊最新增添的成員，我們於回顧期內開始看到此
等衛星獲得客戶採用。

亞洲六號衛星定位於東經120度，隨著獲得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批出之牌照後，我們已
取得新客戶使用此衛星。我們相信亞洲六號衛星將成為中國高清電視之未來平台。

亞洲八號衛星與亞洲七號衛星共同定位於東經105.5度，提供高功率Ku波段容量，服務中
國、印度、中東及東南亞地區。於回顧期內，亞洲八號衛星獲Thai Aerospac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TAI)選用為東南亞地區提供流動服務。

亞洲九號衛星為亞洲四號衛星之替代衛星，按原定進度建造中，將於二零一七年年初完成。
亞洲九號衛星讓我們得以擴展服務至現時亞洲四號衛星仍未覆蓋的新市場。我們現正積極加

快此衛星之市場推廣工作。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已出租或出售之轉發器數目為103個，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則有96個。然而，由於計入了來自兩枚新衛星新增可供使用的轉發器，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期內，整體使用率下降至60%，而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72%。

新客戶

於二零一六年首六個月，亞洲衛星新增客戶數目不斷增長，有關客戶尋求先進和可靠的服

務，用於向亞太地區提供電視和電台節目播送及甚小口徑終端機網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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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新客戶（續）

隨著本年初獲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批准於中國提供廣播視頻分發服務後，我們非常高

興有機會透過亞洲六號衛星重新進入中國視頻市場。我們深信此衛星所奪得的新客戶，標誌

著一段未來夥伴關係之開始，為支援中國高清電視廣播發展作出貢獻。

我們亦期待與客戶們共同合作，待亞洲九號衛星於明年發射後，進一步加強亞洲區的通訊基

礎設施。

市場回顧

市場

全球衛星行業市場持續充滿挑戰性，不僅受疲弱經濟所影響，更面對容量過剩、視頻市場改

變引致需求萎縮，以及市場競爭對價格構成更大壓力。

雖然如此，我們對亞太區長遠前景仍抱有信心。亞洲衛星的市場信譽昭著，擁有龐大且優質

的客戶基礎，我們的高質素服務更提供先進技術方案和其他增值服務。

提升廣播科技

於回顧期內，我們繼續被公認為亞洲區超高清視頻發展的先驅之一。隨著區內超高清市場之

開放，亞洲衛星將處於有利位置，因為我們在推動此科技發展所作出的努力，早已備受市場

推許。儘管超高清技術短期內不大可能帶來重大收入，我們深信過去的投資將於明年下半年

開始取得回報。亞洲九號衛星發射後，憑著其高功率和廣泛的覆蓋範圍，將具備良好條件成

為超高清視頻內容之新平台。

業界活動

亞洲衛星於整個回顧期內繼續積極參與多項亞洲和國際性展覽、研討會和會議，讓我們得以

展示在衛星廣播和通訊方面的專業知識，從而提升公司的業界知名度。

我們於二零一六年首六個月參與之眾多業界活動包括亞洲有線與衛星電視廣播協會(CASBAA)
舉辦的印度論壇、CABSAT杜拜展覽、WBU-IMCG論壇、亞洲有線與衛星電視廣播協會的衛星行
業論壇及亞洲最大型資訊及通訊科技、廣播和數碼多媒體展覽CommunicAsia。

於回顧期六個月內，我們亦致力提升參與此等活動的曝光率，更廣泛地使用網上媒體發放於

活動上提交的資料，包括演辭、訪問和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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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展望

二零一六年餘下日子，我們並不預期市場環境會出現任何重大改變，相信不僅亞洲衛星甚至

整體衛星行業仍會面對重重挑戰。來自地面系統之競爭加劇，對世界其他地方衛星營運商構

成打擊，但由於亞太區很多地方仍缺乏具質素之地面網絡，預料於短至中期內不會於亞洲區

帶來顯著影響。

雖然核心業務於年內餘下時間可保持穩定，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影響上半年業績之調整項目，

下半年將不會出現。上半年所簽訂的新合約，只能彌補部分因一枚將退役之衛星停止帶來短

期收入的影響，以及有部分合約將於下半年因為監管問題而被終止。此外，我們不會再出現

上半年41,000,000港元稅項抵免之收益。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歡迎張燕女士於今年五月加入管理團隊擔任中國部副總裁，以接替退休的張

海明先生。

本人同時衷心多謝各位客戶、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努力不懈，使亞洲衛星得以維持業界領先

地位，更要感謝各位股東一直以來對我們之信賴。

主席

居偉民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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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質素的企業管治，投入大量資源制訂及規範最佳守則，以保障本公司股東

權益。除下文所述有關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
外，本公司遵守本地和海外監管機構在這方面之現行規定。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均各以三年之固定任期委任，或在首次委任之情況下，任

期直至下一屆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他們全部於本公司股

東週年大會上告退、輪值及膺選連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和程序。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原則強調一個優秀的董事局、

健全的內部監控系統，以及對所有股東具透明度及問責度。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整段期間內，本公司已採納有關原則，以及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全部守則條文及建議最佳守則（如適用），惟下述者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所有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出席本公
司股東大會，並對公司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由於其他公務，本公司副主席及非執行董

事唐子明先生及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羅寧先生未能出席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舉行之本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六年股東週年大會」）。羅先生之替任董事莊志陽先生代替其出席二零

一六年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證券交易：關於標準守則（附錄十）

本公司已經採納程序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以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之規定。

經本公司作出特別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他們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期間一

直完全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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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包括六名成員，其中四名為符合獨立身份、擁有財務知識和所需經驗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另外兩名為非執行董事，並沒有投票權之觀察員身份。委員會由具備適當專業資格

及財務經驗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

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與本公司管理層及獨立核數師一同審閱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委員會建議董事局應該

通過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為管理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而設立之信託，於聯

交所以每股11港元之平均價購入總共869,078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有關購買
涉及現金總額為9,516,000港元。購入股份之累計價值已計入權益為「股份獎勵計劃所持有股
份」項目。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操守指引

本公司定期向各董事及員工發出通告，提醒彼等在刊登中期及全年業績公布前之一段不可買

賣本公司上市證券的規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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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五百七十

一章）第三百五十二條規定而須予保管之登記名冊所載，下列董事擁有本公司之股份權益如

下：

持有股份╱相關股份數目

長倉或短倉
個人
權益

家族
權益

公司
權益

信託及
類似 
權益

一致 
行動
人士

其他
權益 總額

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董事

翟克信 長倉 800,264 — — — — — 800,264 0.20

魏義軍 長倉 794,515 — — — — — 794,515 0.20

James WATKINS 長倉 50,000 — — — — — 50,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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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三十六條規定而須予保管之登記名冊

所載，以及呈報予本公司之資料所得，下列人士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

名稱 身份 長倉或短倉 
於本公司

普通股數目
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Bowenvale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長倉 291,174,695（一）及（二） 74.43

Able Star Associates Limited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長倉 291,174,695（一） 74.43

中國中信有限公司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長倉 291,174,695（一） 74.43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長倉 291,174,695（一） 74.43

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長倉 291,174,695（一） 74.43

Jupiter Investment Holdings, L.L.C.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長倉 291,174,695（二） 74.43

The Carlyle Group L.P.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長倉 291,174,695（二） 74.43

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 plc
及其附屬公司

投資經理 長倉 23,530,000 6.01

附註：

（一） Able Star Associates Limited（「Able Star」）控制Bowenvale Limited（「Bowenvale」）之50%投票權。Able Star由CITIC Asia Satellite 
Holding Company Limited（「CITIC Asia」）全資擁有，CITIC Asia則由CITIC Projects Management (HK) Limited（「CITIC Projects」）全資
擁有。CITIC Projects為中國中信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而中國中信有限公司則為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資
附屬公司。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中信」）之附屬公司。因此，Able Star、CITIC Asia、CITIC 
Projects、中國中信有限公司、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均被視為在Bowenvale持有本公司總共291,174,695股股
份中擁有權益。

（二） Jupiter Investment Holdings, L.L.C.（「Jupiter」）為The Carlyle Group L.P.（「Carlyle」）之附屬公司，控制Bowenvale之50%投票
權。因此，Jupiter及Carlyle均被視為在Bowenvale持有本公司總共291,174,695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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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除年報內所述之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外，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

使本公司董事得以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更新董事資料

以下為自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報日期以來，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規定須予披露的董事資
料之變動。

由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起生效：

‧ 唐子明先生及殷尚龍先生不再出任台灣上市公司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成
員。

控權股東須履行特定責任條件的貸款協議

以下披露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21條的披露規定而作出。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本公
司、亞洲衛星及AsiaSat BVI Limited（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與若干融資銀行訂立一項融資
協議（「股息融資協議」），以獲得有期貸款及循環貸款融資合共240,000,000美元（「股息融資」）。
股息融資的期限自股息融資的初次提取日期起計為期五年。

根據股息融資協議，倘（其中包括）任何個人或一組一致行動人士（於各情況下，均不包括於

股息融資協議日期，Bowenvale或Bowenvale的任何現有直接或間接股東）取得本公司的直接或
間接控制權，則股息融資將即時撤銷，而股息融資項下所有未償還款項將即時到期及須予支

付。融資金額為240,000,000美元，由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起計，年期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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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期內收入為640,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641,0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大致相若。

服務成本

服務成本為315,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75,000,000港元），增加了40,000,000港元，主要由於
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於本期間計提完整六個月的折舊支出。

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為1,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8,000,000港元），所減少之17,000,000港元收益主要由
於銀行利息收入下跌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為63,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71,000,000港元），減少了8,000,000港元。開支下降主
要因為匯兌虧損較對去年同期減少了5,000,000港元和本期間的員工成本降低所致。本期間之
貿易應收賬項減值開支為2,000,000港元，相對去年同期則有6,000,000港元的貿易應收賬項減
值開支回撥，抵銷了該等節省開支所帶來之影響。

財務開支

財務開支為67,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39,000,000港元），其中46,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26,000,000港元）列作一枚衛星之成本予以資本化。由於股息資本重組於二零一五年完成，銀
行借貸水平上升導致財務開支增加。

所得稅抵免╱開支

本集團溢利有重要部分被視作海外溢利，毋須繳付香港利得稅。根據香港利得稅須繳納稅款

的收入，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二零一五年：16.5%）提取。

海外稅款則把期內估計應課稅的溢利，按其所賺取應課稅溢利的地區之現行稅率來計算，稅

率約為7%至43.26%（二零一五年 ：7%至43.26%）。

所得稅抵免為7,0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之所得稅開支50,000,000港元比較，開支減少了
57,000,000港元。稅負減少主要因為與稅務當局就若干收支項目之稅務處理達成協議後，回撥
過往年度作出之稅項撥備。進一步詳情載於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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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期內溢利

擁有人應佔溢利為249,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50,000,000港元），跟去年同期相若，其原因
如上文所述。

財務業績分析

財務業績重點摘錄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動

收入 港幣百萬元 640 641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港幣百萬元 249 250 —

股息 港幣百萬元 — 4,722 –100%
股本及儲備 港幣百萬元 2,920 2,548 +15%
每股盈利 港仙 64 64 —

每股股息 港仙 — 1,207 –100%
股本回報 百分比 9 10 –1百分點

於
二零一六年

於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每股資產淨值 — 賬面值 港仙 746 684 +9%
資本負債率 百分比 53 57 –4百分點

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出現淨現金流出13,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0,000,000港元），當中已
包括支付資本支出183,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441,000,000港元）及償還銀行貸款292,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144,0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為225,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8,000,000港元）。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為美
元、人民幣及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總額為3,474,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748,000,000港元），全部以美元為單位。該等銀行借貸中，1,953,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2,087,000,000港元）為全期固定息率，其餘1,521,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661,000,000港元）則採用浮息，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若干基點計息。本集團
之借貸需求並未受到季節性影響。銀行借貸主要用作本集團之資本支出及派發二零一五年特

別中期股息。銀行借貸總額之還款期限及未提取的融資額詳情載於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

註十七。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負債淨額為3,249,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51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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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資本結構

資金及司庫政策

本集團採取審慎的財務政策，並對現金及風險管理有嚴格的監管。現金一般作美元及人民幣

短期存款以應付付款。

匯率及金融工具之套戥

本集團收入、資本開支、主要經營開支及銀行借貸均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為單位。由於港

元於窄幅範圍內與美元掛鈎，匯率約為7.8港元兌1美元，美元匯率的波動影響並不重大，因此
沒有對美元進行套戥。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人民幣兌港元下跌。人民

幣業務佔收入總額約為23%，我們沒有對貨幣風險進行套戥。

本集團銀行借貸中約1,953,000,000港元為貸款期內採用固定息率，因此毋須對利率風險進行套
戥。餘下1,521,000,000港元銀行借貸則為浮息，如有需要利率風險可透過利率掉期予以管理。
本集團定期檢討來自利率變動所承受之風險。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沒有訂立任何利率掉期安

排。

手頭合約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手頭合約之價值為3,543,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517,000,000港元），其中約494,000,000港元將於今年下半年獲確認入賬。絕大部分合約均以美
元為單位。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期內，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分類資料

本集團收入按業務分類之分析載於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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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一百三十九名全職僱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百三十八名）。

本集團認為人力資源是其中一項最珍貴的資產，本集團聘用的人才乃來自電訊、資訊科技及

高科技設備供應商等行業。

本集團已設立了一個以工作表現為基礎的評估機制。現有的薪酬組合包括薪金、酌情花紅、

股份獎勵計劃及與市場相若的其他福利。

股份獎勵計劃（「獎勵計劃」）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設立。這項長期性的獎賞計劃旨在吸

納及挽留優秀的高級員工，從而有助於本公司之業務發展。根據獎勵計劃，本公司或其任何

附屬公司之合資格員工獲授予本公司股份（「獎勵股份」）。獎勵股份根據獎勵計劃規例所載於

若干期限後歸屬或於若干情況下失效。本公司已委任Equity Trust (Jersey) Limited擔任受託人，購
買及以信託持有獎勵股份，使獎勵計劃能依據合資格員工之利益順利進行。

本集團並無定期舉辦內部培訓計劃，惟本集團會提供特定的培訓，以及贊助僱員參加由外間

機構提供與彼等履行職務有關及對事業發展有幫助的職業訓練課程。

集團資產抵押

除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十七所披露者外，本集團資產並無作抵押。

資本承諾

本集團之資本承諾詳情載於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十八。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諾總額為530,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619,000,000港元），全部已簽訂合約，但尚未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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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負債率

本集團的資本負債率乃按負債淨額除以總資本計算。負債淨額為計息銀行借貸總額減現金及

銀行結餘總額。資本總額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加負債淨額計算。於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率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銀行借貸總額 3,474 3,748
減：現金及銀行結餘 (225) (238)

負債淨額 3,249 3,5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2,920 2,674

6,169 6,184

資本負債率 53% 57%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重大之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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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六 640,041 641,284
服務成本 (314,646) (274,952)

毛利 325,395 366,332

行政開支 (63,295) (71,249)
其他收益 — 淨額 七 728 17,561

經營溢利 七 262,828 312,644
財務開支 八 (20,713) (13,285)

除所得稅前溢利 242,115 299,359
所得稅抵免╱（開支） 九 7,114 (49,753)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249,229 249,606

期內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如下：
 — 本公司擁有人 249,229 249,606
 — 非控股權益 — —

249,229 249,60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港元 每股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 十 0.64 0.64

每股攤薄盈利 十 0.63 0.64

第24至42頁之附註屬本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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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十二 18,076 18,368
物業、機器及設備 十三 6,837,502 6,889,238
未開賬單應收賬項 30,764 12,041
按金 十四 2,616 2,616

非流動資產總額 6,888,958 6,922,263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十四 334,277 359,596
現金及銀行結餘 224,630 237,579

流動資產總額 558,907 597,175

資產總額 7,447,865 7,519,43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普通股份 十五 39,120 39,120
儲備

 — 保留盈餘 2,847,201 2,597,197
 — 其他儲備 十六 33,421 37,191

2,919,742 2,673,508
非控股權益 782 782

權益總額 2,920,524 2,674,290

第24至42頁之附註屬本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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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綜合
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十七 3,119,358 3,252,379
遞延所得稅負債 421,119 426,884
遞延收入 73,881 80,314
預先收取之其他款項 1,377 1,377

非流動負債總額 3,615,735 3,760,954

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十七 354,568 495,740
應付建造費用 32,045 51,397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支出 75,531 103,928
遞延收入 177,710 162,343
本期所得稅負債 271,752 270,786

流動負債總額 911,606 1,084,194

負債總額 4,527,341 4,845,148

權益及負債總額 7,447,865 7,519,438

流動負債淨額 (352,699) (487,019)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6,536,259 6,435,244

第24至42頁之附註屬本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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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股份
獎勵計劃
所持有 
股份

以股份 
支付之 

款項儲備 保留盈餘 總額
非控股 
權益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結存 39,120 17,866 (143) 19,468 2,597,197 2,673,508 782 2,674,290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249,229 249,229 — 249,229 

直接列入權益內與擁有人 
進行之交易總額

僱員股份獎勵計劃：
— 股份獎勵計劃所持有 

股份 — — (9,516) — — (9,516) — (9,516)
—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 — — 6,521 — 6,521 — 6,521
— 股份獎勵計劃已歸屬之 

股份 — — 1,770 (1,770) — — — —
轉移自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儲備 — — — (775) 775 — — —

直接列入權益內與擁有人 
進行之交易總額 — — (7,746) 3,976 775 (2,995) — (2,995)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結存 39,120 17,866 (7,889) 23,444 2,847,201 2,919,742 782 2,920,52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結存 39,120 17,866 (4,874) 18,006 7,036,123 7,106,241 782 7,107,023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249,606 249,606 — 249,606

直接列入權益內與擁有人 
進行之交易總額

僱員股份獎勵計劃：
— 股份獎勵計劃所持有 

股份 — — (9,542) — — (9,542) — (9,542)
—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 — — 5,464 — 5,464 — 5,464

二零一四年有關末期股息 — — — — (152,566) (152,566) — (152,566)
特別中期股息 — — — — (4,651,314) (4,651,314) — (4,651,314)

直接列入權益內與擁有人 
進行之交易總額 — — (9,542) 5,464 (4,803,880) (4,807,958) — (4,807,958)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結存 39,120 17,866 (14,416) 23,470 2,481,849 2,547,889 782 2,548,671

第24至42頁之附註屬本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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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 營業活動產生之現金 526,640 485,187
 — 已付利息 (32,451) (24,116)
 — 退還香港利得稅 29,916 —

 — 已付香港利得稅 (3,637) (56,821)
 — 已付海外稅項 (21,934) (28,429)

來自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 淨額 498,534 375,821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182,797) (441,401)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 18 —

 — 已收利息 863 23,796
 — 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短期銀行存款減少 — 2,178,097

（用於）╱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淨額 (181,916) 1,760,492

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入之股份 (9,516) (9,542)
 — 銀行借貸所得 — 188,577
 — 償還銀行借貸 (292,499) (144,299)
 — 已付利息 (27,552) —

（用於）╱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淨額 (329,567) 34,73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增加淨額 (12,949) 2,171,049
期初時現金及現金等值物金額 237,579 1,165,155

期末時現金及現金等值物金額 224,630 3,336,204

第24至42頁之附註屬本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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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資料

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從事提供衛星轉

發器容量業務。

本公司為一間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案

（經修訂）註冊成為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

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除另有說明外，本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幣千元呈列。本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

料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七日獲批准發布。

二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此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應與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之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352,699,000港元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87,019,000港元）。流動負債包括遞延收入177,71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2,343,000港元），即不可退回之客戶預付款項，
有關金額於未來十二個月透過提供轉發器容量服務將確認為收入。本集團之流動

負債淨額減遞延收入為174,989,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4,676,000
港元）。本集團經考慮業務表現的合理可能變動後，其預測和推算顯示本集團應有

能力在來自其營業活動產生之資源，連同未動用之銀行融資水平下經營。根據此等

預測和推算，董事合理地預期本集團將有足夠資源繼續經營，以及履行其於本精簡

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日期起計未來十二個月到期支付的財務責任。因此，本集團繼續

按可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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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綜合
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三 會計政策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所採納者（如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述）一致。

中期期間之所得稅乃採用預期全年盈利總額所適用之稅率累計。

概無於本中期期間首次生效之準則之修訂或詮釋預期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

下列各項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經已頒布，惟並非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

之財政年度生效，亦沒有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 金融工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 租賃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二十八號（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間的資產 
 銷售或投入 3

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於本集團

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於本集團

3 生效日期尚待確定

集團現正就初次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所帶來的影響作出評估，惟現階段尚未

能確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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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影響會計政策之採納及所呈報資產與負債和收

入與開支金額之判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在編製本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對採納本集團會計政策時所作出之重大

判斷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

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同。

五 財務管理風險

5.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業務涉及多項財務風險，即外匯風險、信貸風險、現金流量及公允價值

利率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本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之所有財務風險管理

資料和披露，因此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

務報表一併閱讀。

自年末以來，風險管理政策並無任何變動。

5.2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透過確保有充足的流動現金履行其到期付款的責任，以管理其流動資

金風險。本集團透過審核按季度為基礎的現金狀況報告，密切監察其面對的流

動資金風險。本集團將過剩的現金投資於計息的往來戶口及定期存款，並選擇

合適到期日或具充足流通性的工具，提供充裕資金以配合營運需要。倘有需要

時，本集團亦會定期檢討不同的融資選擇。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動用之銀行融資額約為302,566,000港元（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4,998,000港元），由該項融資首次提取日，即二零
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起計五年內可供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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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財務管理風險（續）

5.3 公允價值估計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業務或經濟狀況並無重大變動，使其對

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允價值估計構成影響。此外，金融資產並無重

新分類。

5.4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負債公允價值

銀行借貸之公允值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 368,914 495,382
非流動 3,149,502 3,250,354

3,518,416 3,745,736

本集團其他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約為其公允價值，因為該等金融工具

均屬短期性質。

六 收入及分類資料

（甲） 收入

本集團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 經常性 609,534 614,550
出售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6,697 6,802
其他收入 23,810 19,932

640,041 64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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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乙） 分類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已確定為本集團行政總裁。行政總裁是從產品角度考慮業務

狀況，即為廣播及電訊行業提供衛星通訊系統、營運和維修業務。由於本集

團只有一項經營分類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八號之呈報分類，而行政總裁

亦以本集團財務報表作定期審閱用於分配資源和評估經營分類表現的資料，

因此本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沒有呈列業務分類之獨立分析。

上文附註六（甲）呈報之收入代表與第三方進行之交易，並採用與精簡綜合全

面收益表一致的方式向行政總裁呈報。

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香港及

中國客戶（香港除外）之收入分別為90,83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98,242,000港元）及156,08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49,910,000港元），而來自其他國家客戶的收入總額為393,120,000港
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93,132,000港元）。為作分類之用，
收入之來源地乃根據客戶公司之成立地點而決定，而並非按照本集團衛星之

覆蓋範圍，主要當中涉及在單一衛星轉發器容量安排下，可同時向多個地區

範圍進行傳輸。

提供予行政總裁有關資產總額及負債總額之金額採用與精簡綜合財務狀況表

一致的方式進行計量。所有資產及負債與業務設於香港亦是本集團的唯一經

營分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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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經營溢利

下列各項已於本中期期間之經營溢利內（計入）╱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893) (17,561)
出售除轉發器外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165 —

其他收益 — 淨額 (728) (17,561)

薪金及其他福利，包括董事酬金 56,375 60,177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6,521 5,464
退休金成本 — 定額供款計劃 5,200 4,824

員工總支出 68,096 70,465

核數師酬金 918 773
貿易應收賬項減值撥備╱（回撥）— 淨額 2,494 (6,413)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附註十三） 261,026 220,467
營業租約 
 — 物業 3,987 4,542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附註十二） 292 292
匯兌虧損淨額 6,712 11,797

八 財務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借貸所產生的利息開支 67,049 39,402
減：為合資格資產利息資本化金額 (46,336) (26,117)

總額 20,713 13,285

截至二零一六年止六個月期間內釐定利息資本化數額所採用之利率為3.59%（二零一
五年六月三十日：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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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所得稅（抵免）╱開支

本集團溢利有重要部分被視作海外溢利，毋須繳付香港利得稅。香港利得稅乃根據

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提取。
海外稅款則把期內估計應課稅的溢利，按其所賺取應課稅溢利的地區之現行稅率來

計算，稅率約為7%至43.26%（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至43.2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24,190 24,940
— 海外稅項（附註（乙）） 15,247 26,088
— 過往年度調整（附註（甲）） (40,786) —

本期稅項總額 (1,349) 51,028

遞延所得稅 (5,765) (1,275)

所得稅（抵免）╱開支 (7,114) 49,753

附註：

（甲）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本集團接獲稅務當局有關不批准在過往課稅年度扣除若干項目之評稅通知
書，並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作出額外的稅項撥備。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此等評稅通知書提出反對。根據二零一六年五月接獲來自稅務當局之

修訂評稅通知書，有關於過往課稅年度扣除該等項目仍維持不可扣除之決定，惟與該等項目有關

之相關收入亦同時決定為無需課稅。隨後於二零一六年六月，本集團接獲2012/13至2013/14課稅年
度之退稅總額約30,000,000港元。因此，本集團就接獲評稅令對過往2012/13至2015/16課稅年度作出
的額外稅項撥備共41,000,000港元進行回撥。

（乙） 本集團就提供轉發器容量所賺取收入與印度稅務當局進行訴訟。本公司被印度稅務當局就提供轉
發器容量予在印度經營業務或在印度循任何途徑賺取收益的若干客戶所獲得的收入作出評稅。詳

情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附註三十一。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印度國會通過了財政草案，若干修訂已經實施，而且具有追溯效力。根據印度

所得稅法（經財政法案修訂），本集團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予客戶，而彼等在印度經營業務或在印

度循任何途徑賺取收益，則本集團藉此所獲的收入（「源於印度」），在根據印度法院對經修訂條文

所作司法詮釋下，須在印度繳納稅項。由於財政法案引入若干具追溯力的修訂，故對本集團於印

度法院審理的稅務訴訟可能造成重大的負面後果。本集團過往曾獲有關法院發出有利的判決。鑑

於本集團會被視作源於印度的收入金額尚未獲印度法院釐定，因此仍未能確定確實的稅務後果。

根據本集團從本集團印度顧問獲得之最新建議，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記

錄一項約6,000,000港元撥備（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6,000,000港元），而根據目
前所得之過往資料反映該金額為恰當及保守的。管理層打算在印度法院未來進行的稅務訴訟中，

就本集團的立場作出強烈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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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每股盈利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49,229 249,606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0,918 390,804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0.64 0.64

以上所示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經扣除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所持有股份後釐定。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是在假設所有潛在具攤薄作用之普通股已轉換成普通股的情況下，經

調整後此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本公司的股份獎勵計劃之限制性股份具攤薄作

用。股份數目乃根據此等尚未行使之限制性股份的貨幣價值，按公允價值（即本公

司的股份於年內之平均市價）可取得的本公司普通股數目釐定。以上計算的股份數

目是與假設全數歸屬之限制性股份數目比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49,229 249,606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0,918 390,804
未歸屬獎勵股份之影響（千股） 1,770 745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2,688 391,549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元） 0.63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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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股息

董事局決議不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特別中期股息

每股11.89港元及中期股息每股0.18港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特別中期股息每股11.89港元 — 4,651,31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 無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每股0.18港元） — 70,415

— 4,721,729

十二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18,368 18,951
營業租約的預付款項攤銷（附註七） (292) (292)

於六月三十日 18,076 18,659

十三 物業、機器及設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6,889,238 6,710,503
添置 209,473 439,274
出售 (183) —
折舊（附註七） (261,026) (220,467)

於六月三十日 6,837,502 6,92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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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項 240,949 238,711
關連人士貿易應收賬項（附註十九） 102,743 116,713
減：貿易應收賬項減值撥備 (22,862) (20,368)

貿易應收賬項 — 淨額 320,830 335,056
其他應收賬項 — 淨額 250 1,755
按金及預付款項 15,813 25,401

336,893 362,212
減非流動部分：按金 (2,616) (2,616)

流動部分 334,277 359,596

本集團一般會按照協議向貿易客戶按季徵收上期款項。貿易應收賬項淨額之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尚未到期 198,436 197,228
一至三十天 32,557 39,734
三十一至六十天 17,890 12,834
六十一至九十天 17,989 15,579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21,054 36,063
一百八十一天或以上 32,904 33,618

320,830 33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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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股本

股份數目 普通股份
（千股）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391,196 39,120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391,196 39,120

股份獎勵計劃

股份獎勵計劃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獲董事局批准成立。此計劃之詳情載於二

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附註十八。

獎勵股份數目變動如下：

獎勵股份數目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於一月一日 2,468,949 1,619,137
期內歸屬 (159,722) —

於六月三十日 2,309,227 1,619,137

股份獎勵計劃所持有股份變動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所持有股份 價值 所持有股份 價值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8,415 143 178,060 4,874
期內購買 869,078 9,516 340,000 9,542
期內歸屬的股份 (159,722) (1,770) — —

於六月三十日 717,771 7,889 518,060 14,416

期內共有159,722股，成本為1,77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沒
有股份）作出歸屬。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沒有額外股份授出予合

資格僱員及董事。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獎勵股份尚餘之歸屬期介乎一個月至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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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其他儲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份溢價
以股份支付
之款項儲備

股份獎勵
計劃所持有

股份 總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7,866 18,006 (4,874) 30,998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 5,464 — 5,464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入之

股份 — — (9,542) (9,542)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17,866 23,470 (14,416) 26,920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17,866 19,468 (143) 37,191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 6,521 — 6,521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入之

股份 — — (9,516) (9,516)
股份獎勵計劃已歸屬之 
股份 — (1,770) 1,770 —
由以股份支付之款項儲備

轉移至保留盈餘 — (775) — (775)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7,866 23,444 (7,889) 3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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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銀行借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 354,568 495,740
非流動 3,119,358 3,252,379

3,473,926 3,748,119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動用的銀行融資額約為3,568,714,000港元（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55,563,000港元）。經扣除有關未攤銷交易成本約
94,78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7,444,000港元）後，銀行借貸之賬面
值約為3,473,92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48,119,000港元）。

銀行借貸以美元為單位。

銀行借貸共1,953,232,000港元，以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相關之保險索償所
得款項作為抵押。該筆貸款由二零一五年二月起每半年分期還款，最後一期為二零

二三年四月，利率為年息2.65%（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息2.65%）。於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該等銀行借貸之有效利率為年息3.52%（於截
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息3.52%）。該等銀行借貸之公允價值乃根
據使用基於有效利率3.10%（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5%）之利率貼現現金流
量，並位於公允價值等級之第二級。

銀行借貸之餘下結餘包括有期貸款及循環貸款融資，以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

星以外若干衛星相關之保險索償所得款項作為抵押。該筆有期貸款由二零一六年七

月起每年分期還款，最後一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根據循環貸款融資每次所提取款

項，於有關貸款期完結時可以重新續期，直至二零二零年七月，於該日所有尚欠的

貸款需要全數償還。該等銀行借貸皆採用浮息，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若干基點計

息，而該等銀行借貸在利率變動及為合約重新定價日期所承擔的風險期為六個月或

以內。該等銀行借貸之加權有效利率為年息3.59%（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
息3.35%）。該等銀行借貸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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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銀行借貸（續）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償還之銀行借貸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354,568 495,740
一至二年內 343,425 342,090
二至五年內 2,207,916 2,202,504
五年後 568,017 707,785

3,473,926 3,748,119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為67,049,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9,402,000港元），其中46,336,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117,000港元）予以資本化，列作期內作為物業、機器
及設備成本。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動用之銀行融資額約為302,566,000港元（二零一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4,998,000港元），由該項融資首次提取日，即二零一五年七
月二十七日起計五年內可供動用。

銀行借貸之賬面值及公允價值如下：

賬面值 公允價值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 354,568 495,740 368,914 495,382
非流動 3,119,358 3,252,379 3,149,502 3,250,354

3,473,926 3,748,119 3,518,416 3,745,736



38亞洲衛星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精簡綜合
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十八 承擔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已簽約但尚未產生之資本開支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亞洲九號衛星

 已簽約但未作準備 517,033 618,899
其他資產

 已簽約但未作準備 12,978 —

530,011 618,899

營業租約承擔 — 本集團為承租人

本集團按不可撤銷營業租約租用若干辦公室。各項租約年期介乎兩至四年，大部分

租約於期滿時可根據市值重新釐訂租金。期內在精簡綜合全面收益表扣除之租金開

支已於附註七中披露。

不可撤銷營業租約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7,885 7,885
一年後至五年內 — 3,584

7,885 1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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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承擔（續）

營業租約承擔 — 本集團為出租人

本集團按不可撤銷營業租約向若干客戶出租其物業。各項租約年期介乎兩至五年。

期內於精簡綜合全面收益表確認為「其他收入」之租賃收入為11,767,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288,000港元）。

不可撤銷營業租約應收之未來最低租金款項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20,404 20,942
一年後至五年內 23,933 36,311

44,337 57,253

十九 關連人士交易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由Bowenvale Limited（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直
接控制，所持有之股權總數大約為74%，並且由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中信」）（在
中國註冊成立）及The Carlyle Group L.P.（「Carlyle」）（在美國註冊成立）所間接擁有，於本
公司擁有平等投票權。本公司餘下26%股份則由公眾持有。

下列為與關連人士進行之交易：

（甲）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本集團與中信網絡有限公司（「中信網絡」，中信之全資附屬公司）及中信網絡

有限公司北京衛星通訊分公司（「中信衛星」，中信網絡成立及營運之分公司）

訂立一項轉發器主協議。根據協議，中信網絡及中信衛星授權本集團獨家提

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予其客戶使用。該等交易按參與交易之訂約方共同協定之

價格進行，而交易條款不會優於與第三方進行交易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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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關連人士交易（續）

（甲）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續）

期內，本集團確認來自關連人士之收入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信衛星 147,071 129,445

（乙） 市場推廣開支

根據上文（甲）所述之轉發器主協議，中信衛星代表本集團於中國進行市場推

廣活動，而本集團將會向中信衛星支付一筆市場推廣費用。於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亦向中信衛星退還所產生的支出及附加一筆

市場推廣費用。該等交易按參與交易之訂約方共同協定之價格進行，而交易

條款不會優於與第三方進行有關交易之條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信衛星 594 4,813



41 亞洲衛星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精簡綜合
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十九 關連人士交易（續）

（丙）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21,521 21,414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4,353 3,354

25,874 24,768

本集團分別支付中信一間附屬公司、Carlyle一間附屬公司及通用電氣（在美國
註冊成立及本公司前主要股東）一間附屬公司，作為代表該等公司之若干非執

行董事的服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信一間附屬公司 245 245
通用電氣一間附屬公司 — 168
Carlyle一間附屬公司 218 50

463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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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綜合
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十九 關連人士交易（續）

（丁） 來自該等交易之期╱年末結存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關連人士貿易應收賬項（附註十四）：

 中信衛星（附註） 102,743 116,713

應付關連人士賬項：

 中信衛星 — 2,562

與關連人士有關遞延收入：

 中信衛星 142,074 134,220

關連人士應收賬項及應付賬項將按季結算費用。應收賬項及應付賬項為無抵

押及無息。

上述交易乃根據本集團與對外客戶之同類交易的商業條款及經各方同意而進

行。

附註：根據上文（甲）段所述有關本集團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予中信衛星客戶使用之轉發器主協

議，本集團將承受有關提供服務予該等客戶之任何信貸風險。因此，本集團於每年年底將

評估是否有客觀證據顯示該等客戶之應收賬項最終可能出現減值。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錄得一項減值撥備65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43,000港元），已包括
於附註十四所披露之撥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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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19至42頁的中期財務資料，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
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子公司（合稱「貴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精

簡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精簡綜合全面收益表、精簡綜合權益變動

表和精簡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和其他附註解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中期財務資料編製的報告必須符合以上規則的有關條文以及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中期財務報告」。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三十四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及列報該等中期財務資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

審閱對該等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按照委聘之條款僅向整體董事局報告，除此之外本報

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閱準則第二四一零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

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

查詢，及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較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

小，故不能令我們可保證我們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

發表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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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的
審閱報告

結論

按照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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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財務日誌

中期業績公布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財政年度終結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MUFG Fund Services (Bermuda) Limited
The Belvedere Building
69 Pitts Bay Road
Pembroke HM08
Bermuda

香港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

合和中心十七樓

一七一二至一七一六室

任何有關 閣下持有的股份、如股份過戶、更改名稱或地址及報失股票，須致函以上股份過
戶登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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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資料

上市

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上市。

股息

董事局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普通股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已流通股份： 
 391,195,500股普通股
公眾持有量：100,020,805股普通股 (25.57%)
面值：每股0.10港元

股票代號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1135
路透 1135.HK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中期業績報告副本可致函以下索取：

市場傳訊經理

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港灣道二十五號

海港中心十二樓

網址

http://www.asiasat.com
年報╱中期業績報告可在網上瀏覽下載。

公司聯絡資料

有關公司的一般查詢，請於辦公時間聯絡：

市場傳訊經理

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港灣道二十五號

海港中心十二樓

電話： (852)2500 0880
傳真： (852)2500 0895
電郵： wpang@asiasat.com

投資者關係聯絡

行政總裁辦公室

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港灣道二十五號

海港中心十二樓

電話： (852)2500 0888
傳真： (852)2882 4640
電郵： wwade@asias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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