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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亞洲衛星公佈二零一八年中期業績 

 

香港，2018 年 8 月 17 日 –  在亞洲區內居領導地位之衛星經營機構 - 亞洲衛星控股有限

公司（「亞洲衛星」 - 香港聯交所編號：1135），今天宣佈其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報告。 

 

財務概要： 

 上半年收入增長 14%至 730,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642,000,000 港元），主要

來自出租亞洲八號衛星和亞洲四號衛星的全期六個月收入所致，以及視頻、數據和臨

時租用服務客戶新租用合約所帶來的額外收入 

 上半年之擁有人應佔溢利上升 20%至 215,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180,000,000

港元），原因為收入增加所致，惟報告期內財務開支淨額和折舊支出上升及一次性其

他收益減少抵銷了部分收益 

 上半年期間出現淨現金流入 271,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257,000,000 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 484,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15,000,000 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 0.18港元（二零一七年：每股 0.18港元） 

 

業務概要：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亞洲五號衛星、亞洲六號衛星、亞洲七號衛星、亞洲八號

衛星及亞洲九號衛星之整體載荷使用率持穩於 69%（已使用／出租 126 轉發器）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已使用／出租 126轉發器） 

 亞洲三號 S衛星及亞洲四號衛星繼續於亞太地區提供服務，為公司帶來收入 

 亞洲九號衛星所帶來的額外容量及更廣闊覆蓋範圍，加上於新市場靈活地配置在軌服

務波束，吸引利用甚小口徑終端機支持的海事及機艙服務，以及以超高清和高清格式

分發體育和國際大事的臨時租用服務新業務 

 繼續評估採購可能成為我們首枚高通量衛星的亞洲十號衛星，以確保衛星能滿足客戶

需求 

https://www.asiasat.com/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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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衛星主席唐子明表示：「雖然出租亞洲四號衛星整體載荷及亞洲八號衛星 Ku 波段轉

發器之收益獲全面反映，惟有關得益部分會被價格持續受壓影響客戶簽訂和續期合約所

抵銷，因而對我們之下半年業務表現構成潛在影響。儘管如此，本公司之強勁現金水

平，一直以來擁有優質的視頻客戶群，加上視頻和其他數碼內容之需求不斷上升，本公

司於二零一八年餘下日子的前景維持穩定。」 

 

唐氏續稱：「與此同時，亞洲通訊行業趨向以衛星為中心，支持著區內的人口特質變

化，特別是喜好流動模式的千禧世代擁有豐厚的可支配收入和追求流動生活品味所帶來

的影響。」 

# # # 

 

新聞垂詢： 

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彭潔華，市場傳訊經理 

電話： (852) 2500 0880 

電子郵遞：wpang@asias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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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5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之中期業績財務報告 

 

主席報告書 

 

整體表現 

 

隨著我們於亞太地區瞬息萬變的市場提供優質服務踏入第四個十年，亞洲衛星繼續扮演重要的角

色，致力為區內地理環境及社會經濟狀況各有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帶來需求殷切的連接服務。儘管

衛星服務的市場環境仍極具競爭性，本公司憑藉備受肯定的市場專長及我們進一步擴展視頻、海

事，機艙、甚小口徑終端機及數據分發服務，得以不斷推動收入增長。 

 

有賴我們衛星隊伍相對較長的在軌燃料壽命，本公司具備靈活彈性捕捉創新機遇，包括嶄新設計

及推出高效率和具特定目標的分發服務，並且繼續發揮衛星的獨特能力，在廣闊地理環境或指定

地區提供單點對多點的連接服務。我們的五枚最新型衛星總共提供一百八十三個 C 波段和 Ku 波

段轉發器，為客戶提供更強大功率、更廣闊覆蓋範圍及更佳效能的服務，客戶亦能從效率不斷提

升和成本持續下降的地面設備中獲益。 

 

運作方面，我們的衛星為亞洲區內可持續能力最強大的隊伍，無需在軌加注燃料，而平均餘下服

務年期超過十年。 

 

市場環境  

 

全球對所有類型的視頻和數碼內容之需求迅速上升，這可從亞洲視頻內容的投資不斷增加反映出

來。舉例說，印度和南韓的視頻製作預算於二零一七年分別上升了 14% 和 7%，而增加至 42 億

美元和 30 億美元。鑑於視頻內容激增及要求更短時間地推出市場，對內容供應商及分發商更形

重要的是尋求更嶄新的傳輸方式，包括但不限於與本地化的區域衛星營運商合作以提升回報。 

 

雖然如此，由於新科技及快速演變的商業模式導致市場急速變化，新簽訂和續期合約之年期均較

為短，導致整體業界手頭合約金額下降。此外，由全國性衛星營運商提供的新容量加重價格競爭

壓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區內估計有接近二十四億人口仍未能連接至流動互網網。我們深信衛星

具備最卓越優勢，為這些缺乏地面基礎設施的地區帶來具特定目標的視頻和數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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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著亞洲衛星廣闊波束的區域容量，結合我們針對本地需求的靈活方式，本公司能夠協調我們的

資產更好地迎合客戶的要求，相對一些僅提供全國性固定衛星服務（FSS）及高通量衛星

（HTS）服務的供應商更勝一籌。 

 

此外，隨著亞洲越來越多地理偏遠的經濟體發展趨向成熟，使用度身訂造以衛星為基礎的方案，

能夠更好地滿足越趨多樣化的視頻、流動及互動化服務不斷上升之需求。作為一家媒體及數據分

發公司，我們擁有多元化的選擇，例如提供我們以衛星作內容傳送網絡（CDN）平台的方案，或

作為傳統容量供應商以特定市場的直接到戶（DTH）電視服務供應商及其他匯聚科技平台為對

象。 

 

總括而言，亞洲衛星具備強大實力在複雜的容量供應市場環境中參與競爭，因為我們專注與區域

性視頻、直接到戶電視和數據平台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不論該等平台需求廣闊及／或重點的

地理覆蓋。 

 

本公司期望於二零二零至二一年提供的 5G 地面服務，可以帶動用於流動回程之額外衛星容量需

求，於 5G服務推出時支援提升的流動和數據傳輸。 

 

但是，指定的擴展和較低部份的 C 頻帶頻譜正受到多個亞洲地區監管機構予以重新編配的威脅，

對視頻服務、數據廣播及氣象報告和海事／航空通訊等重要服務分發構成潛在影響。亞洲衛星現

正與很可能受此等頻段重新編配影響的國家和地區之本地監管機構緊密合作，保障我們於 C 頻帶

提供的服務，並尋求方法緩解對我們衛星服務所造成的任何潛在影響。 

 

 

中期財務業績 

 

收入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之收入為 730,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642,0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

增長 14%。收入上升大部分因為來自出租亞洲八號衛星整個 Ku 波段載荷及出租亞洲四號衛星整

個載荷的全期六個月收入所致。來自澳洲、中國、香港、印尼、新加坡及台灣等地客戶新容量需

求，用於提供高清電視、流動連接、甚小口徑終端機和海事服務，以及用於衛星新聞採集

（SNG）和傳送重要體育盛事，亦帶來額外收入。 

 

經營開支 

 

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不包括折舊之經營開支為 131,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152,000,000

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減少了 21,000,000 港元，主要原因為匯率波動及法律和專業費用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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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為 2,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33,0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因為去年

受惠於來自解決一宗拖延已久之稅務事宜獲得一次性收入約 32,000,000港元。 

 

財務開支 

 

利息資本化後之財務開支淨額為 51,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32,000,000 港元），與去年同

期比較上升了 19,000,000 港元，原因為本報告期間新投入營運的亞洲九號衛星之利息開支不可

再予以資本化（二零一七年：29,000,000港元）。 

 

折舊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之折舊為 289,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261,000,000 港元），折舊上升反

映亞洲九號衛星在本期內之六個月折舊。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為 46,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51,000,000港元），減少了 5,000,000港元。 

 

溢利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之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215,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180,000,000 港元），

上升原因為收入增加、匯兌虧損減少及法律和專業費用下降所致。然而，該等收益部分為上文所

述之財務開支淨額和折舊支出上升及「其他收益」減少所抵銷。 

 

現金流量 

 

二零一八年首六個月，本集團出現淨現金流入 271,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257,000,000 港

元），當中已包括資本支出 66,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139,000,000 港元）及償還銀行貸款

144,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144,000,000 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

金及銀行結餘為 484,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5,000,000港元）。 

 

股息 

 

董事局決議派發本期之中期股息每股 0.18 港元（二零一七年：每股 0.18 港元）。該中期股息將

於或約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日派發予二零一八年十月五日登記在股東名冊上之股東。公司股份

將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至五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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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手頭合約價值為 3,365,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684,000,000 港元），價值下降主要由於較短期的新簽訂和續期合約及價格下調壓力不斷上升所

致。儘管如此，來自新合約及額外容量的擴展服務協議之貢獻部分抵銷了上文所述手頭合約價值

的減少，這有賴亞洲九號衛星提供更廣闊的覆蓋範圍及於新市場靈活地配置在軌服務波束。 

 

標清（SD）視頻服務客戶逐步轉移至更高價值高清（HD）廣播的進程繼續向前邁進，因為我們

所在亞太地區的需求仍未獲得滿足。同時，利用甚小口徑終端機支持海事及機艙服務現已成為環

球商業供應鏈的固有元素。 

 

臨時租用（OU）服務方面，於本年首六個月，本公司受惠於亞洲五號衛星及亞洲九號衛星所服

務的體育內容市場的迅速增長。期內傳送多項國際和區域性盛事，包括全球矚目的足球比賽、二

零一八年平昌冬季奧運會和殘奧會、二零一八年黃金海岸英聯邦運動會、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及

印度超級板球聯賽。 

 

其他通過臨時租用服務由亞洲衛星傳送之國際大事包括美國北韓峰會、博鰲亞洲論壇、金球獎及

格林美獎。 

 

衛星團隊 

 

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公司在急速轉變的技術和經濟環境下承諾提供優質服務，於視頻廣播和

數據連接市場吸引越來越多不同類型客戶群。隨著亞洲九號衛星所帶來額外容量及更廣闊覆蓋範

圍，亞洲衛星具備更雄厚實力，一切準備就緒，以滿足現有和潛在商業及技術客戶和夥伴的需

要。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已出租或使用的亞洲衛星轉發器（包括亞洲五號衛星、亞洲六號衛

星、亞洲七號衛星、亞洲八號衛星及亞洲九號衛星）維持於 126 個（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26個轉發器），而整體轉發器使用率持穩於 69%（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 

 

亞洲三號 S衛星現時於東經 146度軌道位置提供服務。 

 

亞洲四號衛星載有二十八個 C 波段和二十個 Ku 波段轉發器，整枚衛星根據一項為期四年的使用

合約條款出租予一名單一客戶，並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遷移至客戶指定的軌道位置，而追蹤、遙

測及監控（TT&C）則由亞洲衛星完全控制。 

 

亞洲五號衛星定位於東經 100.5 度，為本公司專門向亞洲區觀眾即時傳送世界各地體育盛事及國

際大事之主要分發平台，包括東盟峰會和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等政經大事，以及足球賽事、高爾夫

球大賽、板球比賽、網球盛事、羽毛球和棒球比賽等。此外，亞洲五號衛星亦向航空和電訊客戶

提供嶄新和需求殷切的甚小口徑終端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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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六號衛星定位於東經 120 度，提供一個於中國各地分發高清電視（HDTV）及其他服務之高

價值平台。 

 

亞洲七號衛星定位於東經 105.5 度，為來自南亞、東亞地區及環球電視網絡分發優質內容的首選

區域平台。亞洲七號衛星亦為於中國提供機艙連接服務及於南中國海區域提供海事服務之主要衛

星。 

 

亞洲八號衛星載有二十四個高功率 Ku 波段轉發器，出租予一名單一客戶最少為期四年。衛星的

追蹤、遙測及監控工作由亞洲衛星完全控制，亞洲八號衛星已於二零一七年二月遷移至客戶指定

的軌道位置。 

 

亞洲九號衛星定位於東經 122 度，載有二十八個高性能 C 波段和三十二個高功率 Ku 波段轉發

器，於亞太各地提供電視廣播分發、直接到戶電視及寬頻服務。此枚新衛星亦作為高價值分發平

台，支持數目不斷增長以超高清及高清格式傳輸的臨時租用體育和國際大事。 

 
 

展望  

 

貫徹我們的提升數據策略及技術發展計劃，我們繼續評估採購可能成為我們首枚高通量衛星的亞

洲十號衛星，以確保衛星在技術及商業方面均能滿足未來挑戰，應對仍然不明朗的市場環境。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資料，雖然全球金融環境緊縮，亞太地區的經濟展望保持穩健。

基金會於二零一八年五月發表報告之重要結論，指出亞洲於二零二零年的經濟增長率預期維持於

5.4%的強勁水平，中國為 6.0%，印度為 8.1%，印尼為 5.6%，越南為 6.5%，相對全球平均為

3.8%。然而，區內主要市場例如中國之長遠增長前景，可能受到經濟結構轉型、貿易糾紛及貨幣

貶值所帶來持續不明朗之影響。 

 

雖然出租亞洲四號衛星整體載荷及亞洲八號衛星 Ku 波段轉發器之收益獲全面反映，惟有關得益

部分會被價格持續受壓影響客戶簽訂和續期合約所抵銷，因而對我們之下半年業務表現構成潛在

影響。儘管如此，本公司之強勁現金水平，一直以來擁有優質的視頻客戶群，加上視頻和其他數

碼內容之需求不斷上升，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餘下日子的前景維持穩定。 

 

與此同時，亞洲通訊行業趨向以衛星為中心，支持著區內的人口特質變化，特別是喜好流動模式

的千禧世代擁有豐厚的可支配收入和追求流動生活品味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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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四 730,126  642,351 

服務成本  (337,171)  (314,261) 

毛利  392,955  328,090 

行政開支  (83,049)  (98,215) 

其他收益–淨額 五 1,706  33,354 

經營溢利 五 311,612  263,229 

財務開支 六 (50,525)  (32,291) 

除所得稅前溢利  261,087  230,938 

所得稅開支 七 (46,160)  (51,297)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214,927  179,641 

     

期內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如下：     

   - 本公司擁有人  214,959  179,671 

   - 非控股權益  (32)  (30) 

  214,927  17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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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0.55 
 

0.46 

     

每股攤薄盈利 八 0.55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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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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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0  17,202 

物業、機器及設備  6,643,434  6,930,280 

未開賬單應收賬項  21,821  19,040 

按金  2,851  2,851 

非流動資產總額  6,685,016  6,969,373 

     

流動資產     

未開賬單應收賬項  11,979  8,45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197,447  208,598 

現金及銀行結餘  483,997  214,465 

流動資產總額  693,423  431,521 

資產總額  7,378,439  7,400,89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39,120  39,120 

儲備     

  - 保留盈餘  3,421,992  3,282,940 

  - 其他儲備  26,151  29,607 

  3,487,263  3,351,667 

非控股權益  803  835 

權益總額  3,488,066  3,352,50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2,465,034  2,593,983 

遞延所得稅負債  453,375  462,515 

合約負債  226,128  230,825 

非流動負債總額  3,144,537  3,287,323 

     

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360,953  358,923 

應付建造費用  3,295  67,448 

應付股息  78,239  -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支出  61,089  80,874 

合約負債  193,196  191,761 

本期所得稅負債  49,064  62,063 

流動負債總額  745,836  761,069 

負債總額  3,890,373  4,048,392 

     

權益及負債總額  7,378,439  7,40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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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獨立審閱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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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由

本公司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 號

「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工作。核數師的獨立審閱報告將包含在致

股東之中期業績報告內。 

 

二.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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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之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 52,413,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29,548,000 港元）。本集團之流動負債包括合約負債 193,196,000 港元（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1,7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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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流動資產超過其不包括合約負債之流動負債為

140,783,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減去合約負債之流動負債淨額為

137,787,000 港元）。經考慮業務表現的合理可能變動後，根據本集團的預測和推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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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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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可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三. 會計政策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及相應中期期間所

採納者一致，而所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列載如下： 

 

(甲)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若干新訂或經修訂準則適用於本報告期間及本集團須相應地變更其會計政策。採納下列準則

之影響披露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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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三. 會計政策（續） 

  

 (甲)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續）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參閱下文附註(i)）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

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參閱下文附註(ii)）之影響已於下文作出披露。其他於二零一八

年一月一日生效之準則並未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構成任何重大影響，亦無須作出追溯調整。 

 

(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完全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九號有關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

確認、分類和計量、金融工具終止確認、金融資產減值及對沖會計處理。 

 

分類及計量 

 

基於對本集團金融工具所作分析該準則並未對本集團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和計

量構成影響。 

 

貿易應收賬項減值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的簡化方法，按貿易應收賬項整個期限之預期虧損

準備以計量預期信貸虧損。 

 

為計量貿易應收賬項的預期信貸虧損，貿易應收賬項已按共享信貸風險特徵及逾期日數

作出歸類。本集團經評估認為貿易應收賬項的預期虧損比率是合理的，而虧損準備已作

出適當撥備（附註十）。貿易應收賬項於無合理預期可收回時予以撇銷。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並未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構成任何重大影響，亦無須作出

追溯調整。 

 

(i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號取代過往收入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十八號「收入」及香港會

計準則第十一號「建築合約」以及與收入確認相關的詮釋。新準則的原則為收入於貨品

或服務的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確認。此準則容許全面追溯方式採納或經修改追溯方式採

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號建立一個綜合框架，通過五個步驟確定何時確認收入及確認

多少收入：(i)界定與客戶的合約；(ii)界定合約內個別的履約義務；(iii)釐定交易價格；

(iv)將交易價格分攤至履約義務；及(v)完成履約義務時確認收入。核心原則為公司須於

貨品或服務的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確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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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三. 會計政策（續） 

  

 (甲)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續） 

 

(i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續） 

 

收入於貨品或服務的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確認。貨品或服務的控制權是在一段時間內還

是某一時點轉移，取決於合約條款與適用於合約的法律規定。倘若本集團在履約過程中

滿足下列條件時，貨品或服務的控制權便是在一段時間內進行轉移： 

 

- 客戶同時收到且消耗由本集團履約所帶來的利益；或 

- 本集團履約時創建或強化由客戶控制的資產；或 

- 沒有產生對本集團有替代用途的資產，且本集團可強制執行其權利以收回累計至今

已完成履約部份的款項。 

 

如果貨品或服務的控制權在一段時間內轉移，收入確認會按整個合約期間已完成履約義

務的進度進行。否則，收入會在客戶獲得資產控制權的該時點確認。 

 

為獲得合約而須增加的成本，如可收回會被資本化為合約資產，隨後於相關收入確認時

攤銷。 

 

出售衛星轉發器容量之確認基準維持不變為於提供服務之時點。 

 

管理層評估在本集團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號後對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影

響，詳情如下：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所得收入概以直線法於提供服務之合約期內確認的基準維持不

變。 

 

出售衛星轉發器容量 

 

根據轉發器購買協議而出售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所得收入概以直線法在轉發器容量送交日

起至估計衛星使用期期滿時確認入賬的基準維持不變。 

 

本集團全部收入在一段時間內確認。 

 

(乙) 本集團尚未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下列各項新準則、新詮釋及對準則和詮釋之修訂經已頒布，惟並非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

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本集團亦沒有提早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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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三. 會計政策（續） 

  

 (乙) 本集團尚未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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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七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

釋第二十三號 

年度改進項目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間的 

 資產銷售或投入
3
 

租賃
1
  

保險合約
2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1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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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於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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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層現正評估該等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及現有準則之詮釋的影響。下文列載其對本

集團財務表現及狀況之預期影響： 

 

(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於二零一六年一月頒布。鑑於取消區分營業租約及融資

租約，從承租人角度，該準則將導致差不多所有租約均在精簡綜合財務狀況表確

認。根據新準則，資產（使用租賃項目之權利）及涉及支付租金之財務負債需予確

認。唯一例外情況為短期及低價值租賃。 

 

有關出租人之會計處理方法將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此準則將主要影響本集團營業租約之會計處理方法。截至到財務狀況表日期，本集

團之不可撤銷營業租約承擔為 31,221,000港元。然而，本集團尚未釐定採納該準

則後，此等承擔將會導致確認資產及未來付款責任之金額，以及其如何影響本集團

溢利及現金流量分類。 

 

部分承擔可能因短期及低價值租賃之例外情況而無需確認，而部分承擔可能與不符

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所指租賃之安排有關。 

 

新準則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的首個中期期間生效。於此

階段，本集團並不擬於其生效日前採納該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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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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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709,635 620,789 

  出售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6,702 6,599 

  其他收入 13,789 14,963 

   ──────── ──────── 

   730,126 642,3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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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附註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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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八年六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香港及大中華地區客戶

之收入分別為 112,397,000 港元（二零一七年六月三十日： 72,217,000 港元）及

173,391,000 港元（二零一七年六月三十日：142,506,000 港元），而來自其他國家客戶的收

入總額為 444,338,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427,62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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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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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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1,422) (1,224) 

出售除轉發器外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25) (169) 

其他（附註） (259) (31,961) 

 ─────── ─────── 

其他收益  - 淨額 (1,706) (33,354) 

 ═══════ ═══════ 

   

薪金及其他福利，包括董事酬金 66,350 68,650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2,370 5,815 

退休金成本 – 定額供款計劃 4,278 4,674 

 ─────── ─────── 

員工總支出 72,998 79,139 

 ═══════ ═══════ 

   

核數師酬金 1,055 980 

貿易應收賬項減值撥備／（回撥）- 淨額  5,474 (234)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288,890 260,743 

營業租約                                

- 物業 5,402 4,213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92 292 

匯兌虧損淨額  7,237 23,104 

 ═══════ ═══════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此收入主要來自為一名客戶解決一宗拖延已久，

與提供服務予客戶之相關稅務事宜而獲得的一次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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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六.   財務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借貸所產生的利息開支 50,525 61,421 

減：為合資格資產利息資本化金額（附註） - (29,130) 

 ─────── ─────── 

總額 50,525 32,291 

 ═══════ ═══════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因合資格資產開始投入運作後，沒有利息予以

資本化。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釐定利息資本化數額所採用之利率為

4.10%。 

 

七.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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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七年六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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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8%（二零一七年六月三十日： 7% 至

43.2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30,356 21,476 

- 海外稅項（附註） 24,944 38,930 

 ─────── ─────── 

本期稅項總額 55,300 60,406 

   

遞延所得稅 (9,140) (9,109) 

 ─────── ─────── 

所得稅開支 46,160 51,29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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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七. 所得稅開支（續） 

  

附註：    本集團就提供轉發器容量所賺取收入與印度稅務當局已進行訴訟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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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印度所得稅法（經前述財政法案修訂），本集團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予印度居民客

戶，或若干非印度居民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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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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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自二零

一二財政年度開始已就印度所得稅作出撥備，根據目前所得之過往資料反映有關金額為恰

當及保守的，亦同時在印度法院的稅務訴訟中就本集團的立場作出抗辯。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本集團根據二零一六年直接稅務爭議和解計劃（「二零一六年和解計

劃」）向印度稅務當局提交申請，以解決由 1997/98 至 2012/13 評稅年度之稅務爭議。二

零一六年和解計劃由印度政府引入，讓合資格納稅人可以就具追溯效力之經修訂的二零一

二年財政法案所引起的爭議，與印度稅務當局達成和解，條件為撤回所有待決上訴／令

狀，然後任何逾期未付稅款之利息和罰款將獲印度稅務當局予以豁免。於二零一七年二

月，本集團接獲印度稅務當局之通知，確定尋求該十六個評稅年度最後和解之應付稅款金

額為 193,000,000 港元（相等金額之印度盧比），本集團已支付稅款。該十六個評稅年度

之印度所得稅全部稅項負債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全數清繳。 

 

對於隨後評稅年度（即 2013/14 及以後評稅年度），本集團仍可能繼續就印度稅務當局之

評稅令盡力作出申辯。 

 

根據從印度稅務當局接獲之最新評稅令，以及本集團印度顧問提供之建議，本集團已作出

其最佳估計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記錄一項約 13,000,000 港元稅項撥備

（二零一七年六月三十日：31,000,000 港元）。 

 
  



 

19 / 20頁 

 

附註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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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14,959 179,671 

 ═══════ ═══════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0,656 390,762 

 ═══════ ═══════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0.55 0.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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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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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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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本公司股份於期內之平均市價）可取得的本公司普通股數目釐定。以上計

算的股份數目是假設全數歸屬之限制性股份，而須為此而發行的股份數目比較。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零一六年十月發行的購股權具攤薄作用。根據假設購股權獲行使而應發行的股份數目減

去以相同所得款項總額按公允價值（即本公司股份於期內之平均市價）而可能已發行的股份數目釐

定為以零代價發行的股份數目；而將以此零代價發行的股份數目計入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內，以計

算出每股攤薄盈利的分母。 

 

 

 

 

 

 



 

20 / 20頁 

 

附註 

 

八.     每股盈利（續） 

 

攤薄（續）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轉換購股權對每股基本盈利具反攤薄作用。 

 

九.     股息 
 

董事局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0.18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 0.18港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每股 0.18 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股息：每股 0.18港元）  70,415  70,415 

 ════════ ═══════ 
 

該中期股息並未於此中期財務資料中確認為負債，將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股東

權益內確認。 

 

詳細業績報告刊於亞洲衛星網站(www.asiasat.com) 。 

 

編輯垂注:  

亞洲衛星有限公司（亞洲衛星） 為廣播及電訊市場客戶提供可靠衛星連接及媒體解決方案，專注以突破性技術及優越的衛星

艦隊提升用戶之使用體驗。由傳統的內容傳送至有線電視前端系統、電訊、直接到戶(DTH)、DTT 數碼地面電視平台；臨時

租用服務；至創新的以 IP為基礎、混合型的 OTT服務，亞洲衛星協助解決數碼鴻溝，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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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衛星是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機構。亞洲衛星控股

有限公司為香港聯合交易所（股份代號:1135）上市公司。 詳情請瀏覽 www.asiasat.com | LinkedIn | Facebook | Twitter | 

Mobile App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14,959 179,671 

 ═══════ ═══════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0,656 390,762 

股份獎勵計劃之影響（千股） - 881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0,656 391,643 

 ════════ ════════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元） 0.55 0.46 

 ════════ ════════ 

   

http://www.asiasat.com/
http://www.asiasat.com/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asiasat
https://www.facebook.com/asiasat2014
https://twitter.com/Asia_Satellite
http://www.asiasat.com/modules/contrib/send_push/redirec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