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yp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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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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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有關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SIA SATELLITE TELECOMMUN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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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之業績報告 
 

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

一五年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二 1,272,385 1,310,991 
服務成本 四 (627,392) (578,226) 

  ──────── ──────── 

毛利  644,993 732,765 
行政開支 四 (138,313) (143,329) 
其他收益 – 淨額 三 4,651 19,256 

  ──────── ──────── 

經營溢利  511,331 608,692 
財務開支 五 (54,353) (76,695)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456,978 531,997 
所得稅開支 六 (27,044) (92,242) 

  ──────── ────────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429,934 439,755 
  ════════ ════════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以每股港元列示）    

 
每股基本盈利 七 1.10 1.12 
  ════════ ════════ 

每股攤薄盈利 七 1.10 1.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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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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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5  18,368 
物業、機器及設備  6,830,436  6,889,238 
未開賬單應收賬項  19,575  12,041 
按金  2,851  2,616 
非流動資產總額  6,870,647  6,922,263 
     
流動資產     
未開賬單應收賬項  9,215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九 317,624  359,596 
現金及銀行結餘  240,583  237,579 
流動資產總額  567,422  597,175 
資產總額  7,438,069  7,519,43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39,120  39,120 
儲備     
  - 保留盈餘  3,029,950  2,597,197 
  - 其他儲備  35,600  37,191 

  3,104,670  2,673,508 
非控股權益  904  782 
權益總額  3,105,574  2,674,29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十 2,913,283  3,252,379 
遞延所得稅負債  432,271  426,884 
其他應付賬項  39,000  - 
遞延收入  67,215  80,314 
預先收取之其他款項  1,377  1,377 
非流動負債總額  3,453,146  3,760,954 

     

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十 350,040  495,740 
應付建造費用  30,521  51,397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支出  68,725  103,928 
遞延收入  173,085  162,343 
本年所得稅負債  256,978  270,786 
流動負債總額  879,349  1,084,194 
負債總額  4,332,495  4,845,148 
     

權益及負債總額  7,438,069  7,519,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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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編製基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依據原始之成本慣例而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時，需要運用若干重要的會計估計，亦同時

需要管理層在採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過程中作出判斷。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 311,927,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487,019,000 港元）。本集團之流動負債包括遞延收入

173,085,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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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842,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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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履行其於此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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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綜合財務報表。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甲)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採納下列各項新

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一號（修訂） 披露主動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十六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八號（修訂） 

可接受的折舊及攤銷方法之澄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二十七號（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號、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十二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二十八號（修訂） 

投資實體：可豁免綜合入賬情況之應

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一號（修訂） 收購合資經營權益之會計處理 

 二零一四年年度改進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

改進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並未導致本年度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綜合財務報

表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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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編製基準（續）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乙) 本集團尚未採納的新準則及詮釋 

 
 下列各項新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經已頒布，惟並非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

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本集團亦沒有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七號（修訂） 現金流量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二號（修訂） 就未變現虧損作出遞延稅項資產確認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 金融工具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 租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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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於本集團 

2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於本集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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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尚待確定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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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收入及分類資料 

  
 (甲)  收入： 

  
 本集團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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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216,783  1,257,433 
 出售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13,363  13,585 
 其他收入  42,239  39,973 

   1,272,385  1,310,991 

 
附註：  

 
隨著印度於二零一二年實施財政法案後，本集團被視為源於印度的收入須徵

收稅項。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因而須向若干客戶

收取額外收入共 13,269,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25,508,000 港元）。詳情

載於此公告之附註六。 



        [Type text] 

 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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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並沒

有呈列業務分類之獨立分析。 

 
上文附註二（甲）呈報之收入代表與第三方進行之交易，並採用與綜合全面收

益表一致的方式向行政總裁呈報。 

 

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截至二零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香港及

大中華地區客戶之收入分別為 177,283,000 港元（二零一五年：200,684,000

港元）及 315,265,000 港元（二零一五年：289,482,000 港元），而來自其他

國家客戶的收入則為 779,837,000 港元（二零一五年：820,8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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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單一對外客戶的收入約為

126,027,000 港元（二零一五年：125,827,000 港元），佔收入總額約 10%

（二零一五年：10%）。該等收入主要來自為廣播及電訊行業提供衛星通訊系

統。 

 
提供予行政總裁有關資產總額及負債總額之金額採用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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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其他收益 – 淨額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4,808 18,835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收益淨額 (157) 421 

  ─────── ─────── 

  4,651 19,2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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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營溢利 

 
 本集團經營溢利乃經（計入）／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包括董事酬金 112,506  123,027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10,907  11,134 
 退休金成本 – 定額供款計劃 8,617  9,748 

 員工總支出 132,030  143,909 

 

 核數師酬金    

 - 審核服務 1,900  1,675 
 - 非審核服務 1,240  1,536 
 減值撥備／（回撥）   

 -    貿易應收賬項淨額                                                                        2,350  (1,317) 
 -    其他應收賬項 -  (4,403)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521,816  469,135 
 僱員福利開支  132,030  143,909 
 營業租約                             
 -    辦公室物業 7,973  8,852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583  583 
 匯兌虧損淨額 

市場推廣開支 

衛星營運 

8,785 

5,015 

7,363 

 21,166 
5,167 
7,109 

     

五. 財務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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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81 102,812 
 減：為合資格資產利息資本化金額 (78,528) (26,117) 

  ────── ────── 

 總額 54,353 76,695 
  ══════ ══════ 

  

二零一六年作為釐定利息資本化數額所採用之利率為 3.64%（二零一五年：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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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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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之 16.5%（二零一五年：16.5%）提取。海外稅款則把年內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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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32,421  15,646 
 - 海外稅項（附註（乙）） 44,339  46,747 
 -  過往年度調整（附註（甲）、（乙）） (55,103)  - 

 本年稅項總額 21,657  62,393 

     

 遞延所得稅 5,387  29,849 

     

 所得稅開支 27,044  9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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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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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進行訴訟多年。本集團

被印度稅務當局就提供轉發器容量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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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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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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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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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所得稅開支（續） 

 
附註(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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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約等於

193,000,000港元之印度盧比，本集團已支付此金額。 

 
根據二零一六年和解計劃所達成之結果，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綜合全面收益表

確認一項 2,000,000 港元額外撥備，以反映與過往年度原來估計稅項負債之差

異。於年末後已支付了最後和解金額，結清了於年末時結轉的印度所得稅負債

之大部分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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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記錄一項

14,000,000港元稅項撥備淨額（二零一五年：28,000,000港元）。 

 
 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之稅項，與假若採用本集團主要經營地點之香港利得稅稅率

而計算之理論稅額之差額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 456,978  531,997 

     

 按 16.5%稅率計算之稅項（二零一五年：16.5%） 75,401  87,779 
 毋須就稅項評稅的收益之所得稅務影響 (103,348)  (108,051) 
 不能就稅項扣除的支出之稅務影響 65,755  65,767 
 海外溢利之所得稅 44,339  46,747 
 過往年度調整 (55,103)  - 

 稅項開支 27,044  92,242 

  
 本集團之有效稅率為 5.9%（二零一五年：17.3%）。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反映之較低有效稅率，主要由於與相關稅

務當局之若干爭議獲得解決而對過往年度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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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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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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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934 439,755 

 ═══════ ═══════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0,989 390,978 

 ═══════ ═══════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1.10 1.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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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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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本公司股份由授出日期至報告期間結束時之平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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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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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每股盈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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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934 439,755 
 ═══════ ═══════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0,989 390,978 
 獎勵股份之影響（千股） 987 894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1,976 391,872 
  ═══════ ═══════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元） 1.10 1.12 
  ═══════ ═══════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轉換購股權對每股基本盈利具反攤薄

作用。 

 

八.   股息 
 

二零一六年並沒有支付股息。二零一五年支付之股息為 4,873,859,000 港元（為每

股 12.46 港元）。董事局建議派發末期股息為每股 0.20 港元（二零一五年：無）。

此項股息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四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提交股東批准。此項股

息並未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內列作應付股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付中期股息 － 無                     

（二零一五年：每股普通股 0.18港元） - 

  
70,415 

已付特別中期股息 － 無 

（二零一五年：每股普通股 11.89 港元）              -  4,651,314 
建議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 0.20港元 (二零一

五年: 無) 78,239   - 

 78,239   4,721,729 
 

九.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項 213,517  238,711 

關連人士貿易應收賬項 101,754  116,713 

減：貿易應收賬項減值撥備 (21,081)  (20,368) 

貿易應收賬項 - 淨額 294,190  335,056 

其他應收賬項 - 淨額 -  1,755 

按金及預付款項 26,285  25,401 

 320,475  362,212 

減非流動部分：按金  (2,851)  (2,616) 

流動部分 317,624  35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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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續） 
 

所有非流動應收賬項由本報告期間開始於五年內到期。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之賬面值接近其公允價值。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大部分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為單位。 
 

本集團一般會按照協議向貿易客戶按季徵收上期款項。按到期日之貿易應收賬項賬

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尚未到期 141,551  197,730 
一至三十天 38,123  40,797 
三十一至六十天 31,394  13,555 
六十一至九十天 14,895  15,724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49,094  38,895 
一百八十一天或以上 40,214  48,723 

 315,271  355,424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賬項中約 128,278,000 港元（二零一五

年：147,324,000 港元）為應收一名單一外部客戶之款項，其餘則與遍及全球各地

之數目眾多客戶有關。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減值之貿易應收賬項為 21,081,000 港元（二零一

五年：20,368,000 港元），經已減值並全數作出撥備。被減值之應收賬項主要是客

戶超過六個月仍未能付款有關。該等逾期應收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尚未到期 - 502 
 一至三十天 770 1,063 
 三十一至六十天 16 721 
 六十一至九十天 19 145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2,394 2,832 
 一百八十一天或以上 17,882 15,105 
  ─────── ─────── 

  21,081 20,368 
  ═══════ ═══════ 
 

貿易應收賬項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20,368 22,924 
 應收賬項減值撥備／（回撥）- 淨額 2,350 (1,317) 
 撇銷金額 (1,637) (1,239) 
  ───────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21,081 20,3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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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續） 

 
應收賬項減值撥備之產生及解除包括於綜合全面收益表之行政開支內。在一般於證

實無法收回欠款的情況下，該欠款金額將在撥備賬戶中撇銷。 

 
未有考慮個別或全部作出減值之貿易應收賬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尚未到期 141,551 197,228 

 一至三十天 37,353 39,734 

 三十一至六十天 31,378 12,834 

 六十一至九十天 14,876 15,579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46,700 36,063 

 一百八十一天或以上 22,332 33,618 

  ──────── ──────── 

  294,190 335,056 
  ════════ ════════ 

 
逾期但未作出減值之貿易應收賬項，與多名獨立客戶有關，而他們近期亦沒有拖欠

還款的紀錄。根據過往經驗，鑑於有關應收賬項的信貸質素並沒有重大改變，欠款

仍視為可以全數收回，因此管理層相信毋需作出減值撥備。 

 
於報告日面對的最高信貸風險為上述每級別貿易應收賬項的賬面值。本集團並無持

有任何抵押品，作為該等欠款的擔保。 

 

十. 銀行借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 350,040 495,740 
 非流動 2,913,283 3,252,379 
  ──────── ──────── 

  3,263,323 3,748,119 

  ════════ ════════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動用的銀行融資額約為 3,339,980,000 港

元（二零一五年：3,855,563,000 港元）。經扣除有關交易成本約 76,657,000 港元

（二零一五年：107,444,000港元）後，銀行借貸之賬面值約為 3,263,323,000 港元

（二零一五年：3,748,119,000港元）。 

 
銀行借貸以美元為單位。 

 
銀行借貸共 1,817,302,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2,086,5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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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面年息為 2.65%（二零一五

年：年息 2.65%）。該等銀行借貸之有效利率為 3.52%（二零一五年：3.52%）。

該等銀行借貸之公允價值乃根據使用基於有效利率 3.46%（二零一五年：3.55%）

之利率貼現現金流量，並位於公允價值等級之第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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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銀行借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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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二零一五年：3.35%）。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償還之銀行借貸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350,040 495,740 

       一至二年內 344,675 342,090 
       二至五年內 2,141,693 2,202,504 
       五年後 426,915 707,785 
 ──────── ──────── 

 3,263,323 3,748,119 

 ════════ ════════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為 132,881,000 港

元（二零一五年：102,812,000 港元），其中 78,528,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

26,117,000港元）予以資本化，列作年內作為物業、機器及設備成本。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本集團亦獲得一項短期信貸額 155,168,000 港元，由首次提

取日起計一年內到期。該項融資額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起計六個月內可供提取，任

何未被提取的融資額將被取消。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年底並未有從該項融資額提取

任何款項。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動用之銀行融資額約為 466,168,000 港

元，其中 155,168,000 港元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到期，餘下 311,000,000 港元則於

二零二零年七月屆滿。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動用之銀行融資額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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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 350,040 495,740 352,049 495,382 
 非流動 2,913,283 3,252,379 2,917,160 3,250,354 
  ──────── ──────── ──────── ──────── 

  3,263,323 3,748,119 3,269,209 3,745,73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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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身證券 

 
年內，為管理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而設立之信託，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以每股 10.96 港元之平均價購入總共 88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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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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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年

度內概無購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股份。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度內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 

   

十二. 企業管治 

  
於二零一六年內，本集團遵守本地及海外監管機構之現行規定，並已經採納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並遵守該守則條文，只有下列若干的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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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非執行董事唐子明先生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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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其出席二零一六年股東週年大會。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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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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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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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與本公司獨立核數師一同審閱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十四. 資產抵押 

 
除上文附註十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資產並無作抵押。 

 

十五. 於聯交所網址刊登詳細業績報告 

 
載有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四十五段規定的所有資料之詳細業績報告已於

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asiasat.com）刊登。二零

一六年年報將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並於該等網站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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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股息 

 
董事局建議派發二零一六年末期股息每股 0.20 港元，給予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

六日（星期一）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建議末期股息將於或約於二零一

七年七月六日（星期四）派發，惟須於即將在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三）舉

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方能作實。 

 

十七.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三）

（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釐定有權出席將於二零一七年六

月十四日（星期三）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身份，所有股份過戶

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一併

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手續，地址為香

港灣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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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釐定獲派建議末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一併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

理過戶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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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疇 

 

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本初步通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之數字，

進行核對，並確定與本集團於本年度已審核的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羅兵咸

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核數準

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而進行的核證工作，因此羅兵咸永道會

計師事務所並無對初步通告作出任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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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引言 

 
於二零一六年，亞洲衛星為二零一七年邁進更有效地善用衛星頻寬的時期，加上亞洲各

地對媒體和數據服務不斷上升之需求，期望為改善收入奠下根基。雖然今年度業績差強

人意，但面對環球市況波動及顛覆性新科技湧現的大環境下，表現尚算不俗。 

 
不過，來自全球各種的衛星容量供過於求及整體經濟環境不明朗，亦導致市場不穩定。

我們繼續意識到需要加強面對數據服務的價格壓力及視頻分發的壓縮技術改善，在一定

程度上會抵銷流動應用服務及視頻格式提升帶來需求增長的利好因素。 

 
財務表現 

 

儘管二零一六年市場環境充滿挑戰，本公司繼續投資優化其銷售架構，以迎接市況轉變

及日新月異的客戶需求。 

 
收入 

 
二零一六年的收入為 1,272,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1,311,000,000 港元），較二零

一五年下跌了 3%，主要因為短期收入較去年減少所產生之全年影響，以及客戶和市場

具挑戰性的環境所致。 

 
雖然收入減少令人失望，倘若扣除亞洲三號 S 衛星的短期非經常性收入，亞洲衛星於二

零一六年的收入實際上較去年取得約 3%的增長。 

 
經營開支 

 
於二零一六年，不包括折舊之經營開支為 244,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

253,000,000港元），反映我們一直致力嚴控開支之成果。 

 
財務開支 

 
財務開支為 133,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103,000,000 港元），其中 79,000,000 港

元（二零一五年：26,000,000 港元）列作我們新衛星亞洲九號衛星的成本予以資本化。

財務開支上升原因主要為以支付二零一五年七月派發特別中期股息所動用的銀行借貸而

產生之全年影響（二零一五年：部分年度）。二零一六年資本化後之財務開支淨額為

54,000,000 港元，較去年（二零一五年：77,000,000 港元）減少 23,000,000 港元，原

因為新衛星資本支出增加，故可予資本化之財務開支亦隨之上升所致。 

 
折舊 

 
二零一六年之折舊為 522,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469,000,000 港元），增加了

53,000,000 港元，因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於二零一五年下半年開始營運後，須

為二零一六年計提一整年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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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二零一六年之稅項開支大約為 27,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92,000,000 港元），減

少了共 65,000,000 港元或 71%，主要受惠於與稅務當局就若干收支項目之處理達成協

議後，對過往年度撥備作出回撥。 

 
溢利 

 
二零一六年之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430,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440,000,000 港

元），減少了 10,000,000 港元或 2%，主要因為收入減少和折舊支出增加所致。財務開

支淨額下降及所得稅支出減少有助抵銷溢利下跌之影響。 

 
現金流量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出現淨現金流入 3,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流出

3,101,000,000 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維持

於 241,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8,000,000 港元）。 

 
二零一六年之現金流入主要來自營業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991,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

年：875,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則包括銀行借貸所得淨額 1,896,000,000 港元，

而二零一六年並沒有籌集新借貸。 

 
年內現金流出包含資本支出 406,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692,000,000 港元）及償

還銀行貸款 523,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328,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之現金

流出則包括支付中期和特別中期股息 4,874,000,000 港元，而二零一六年並沒有支付股

息。 

 
股息 

 
董事局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四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0.20 港元（二零一五年：無）。二零一六年度並未有

派發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之股息總額為每股 12.07 港元，包括中期股

息每股 0.18港元及特別中期股息每股 11.89港元。 

 
整體業務表現 

 
本集團於年內贏得總值 1,439,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533,000,000 港元）之新合

約，包括與 Spacecom 簽訂了一項為期四年的重大協議，使用亞洲八號衛星全部 Ku 波

段載荷，以及新增和現有客戶於亞洲衛星所有衛星艦隊使用量有所上升。獲得續期之合

約價值為 431,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777,000,000 港元），而新簽訂及續期合約

合計總額則為 1,870,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1,310,000,000 港元）。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手頭上之合約價值達 4,067,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

3,517,000,000港元）。 

 
亞洲六號衛星載有專為中國視頻市場而設的十四個 C 波段轉發器。自二零零七年離開中

國視頻市場後，隨著獲得中國的全面監管許可，我們很高興於二零一六年一月透過亞洲

六號衛星重新進入中國視頻市場。我們深信取得上海文廣互動電視有限公司這位新客

戶，標誌著我們進一步支持中國高清電視廣播發展，而高清廣播現正成為業界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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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艦隊 

 
二零一六年獲使用之 C波段及 Ku 波段轉發器總數為 99個。亞洲衛星衛星艦隊之五枚在

軌衛星（亞洲四號衛星、亞洲五號衛星、亞洲六號衛星、亞洲七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

星）全面按技術規格運作，而亞洲三號 S衛星則於傾斜軌道提供服務。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計入亞洲八號衛星後之整體衛星艦隊使用率維持於

67%，較二零一五年年底的 72%為低，主要原因為亞洲六號衛星於二零一六年年初投入

商業服務後，帶來新增可供使用的轉發器。 

 
年內，我們獲得的新客戶，有來自中國、南亞及東南亞從事視頻和數據網絡等服務，以

及歐洲、亞洲及世界各地的著名國際性電視網絡。 

  
亞洲九號衛星預計於二零一七年年底進行發射。我們相信此載有二十八個 C 波段和三十

二個 Ku波段轉發器連同一個 Ka 波段載荷的衛星，具備良好條件，可掌握高清和超高清

視頻內容及先進寬頻網絡之市場增長。亞洲九號衛星將成為定位於東經 122 度亞洲四號

衛星之替代衛星，新增的額外容量提供更強大功率和更廣闊覆蓋範圍，於新西蘭至中東

的衛星覆蓋地區內提供直接到戶電視服務（DTH）、區域視頻分發、私營網絡和寬頻服

務。 

 
作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與 Spacecom 簽訂為期四年使用協議的一部分，我們在這段期間

將亞洲八號衛星遷移至西經 4度，協助 Spacecom解決容量不足問題。 

 
在軌容量  

 
亞洲三號 S 衛星定位於東經 146 度，仍然維持運作並可於退役前以短期合約形式向客戶

提供服務。 

 
亞洲四號衛星定位於東經 122 度，於亞太區覆蓋範圍內提供電視廣播分發、直接到戶電

視服務和寬頻服務。於二零一六年，越來越多廣播機構利用亞洲四號衛星作為電視廣播

分發平台，包括透過「4K-SAT」頻道傳送超高清視頻內容。該頻道為亞洲衛星於二零一

五年年底在亞洲區以推廣衛星作超高清電視廣播而創新推出。 

 
亞洲五號衛星定位於東經 100.5 度，繼續成為我們專門向亞太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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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盛事包括里約熱內盧奧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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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美國總統選舉和 MTV 電影大獎等電視新聞直播和節目。此外，亞洲五號

衛星為向航空和電訊客戶提供多項嶄新甚小口徑終端機服務之重要平台。 

 
亞洲六號衛星定位於東經 120 度，於二零一六年年初獲批全面牌照許可，成為一個於中

國各地提供高清電視服務之高價值平台。 

 
亞洲七號衛星定位於東經 105.5 度，為傳輸來自南亞、東亞及環球電視網絡優質內容分

發的首選區域平台。於二零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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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電視網絡例如 Japan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Inc. 和 Deutsche 

Welle亦透過亞洲七號衛星擴展其於亞太區的英語高清電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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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八號衛星定位於西經 4度，載有高功率的 Ku波段容量和一個 Ka 波段載荷。隨著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與 Spacecom 達成一項使用合約，最少為期四年使用所有 Ku 波段載

荷，該衛星已由東經 105.5 度遷移至西經 4 度，並完成有關核證測試，於二零一七年二

月底投入服務。 

 
亞洲九號衛星為定位於東經 122 度亞洲四號衛星之替代衛星，預計於二零一七年年底發

射升空，讓本公司得以擴展服務至亞洲四號衛星現時仍未覆蓋的新市場。本公司現正積

極開展此衛星之前期市場推廣工作。 

 
不計入亞洲八號衛星（根據 Spacecom 協議，該衛星不再直接服務亞洲衛星客戶），於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獲使用之轉發器總數為 99 個，而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則為 96個。 

 
亞洲衛星優勢 

 

長遠而言，本公司憑藉紮根亞洲市場及緊密客戶關係，維持獨特的市場優勢。我們在未

來科技的領先地位、優質至上的承諾、值得信賴的服務，加上熟悉亞洲經濟和文化動

態，令我們的競爭優勢更形突出。 

 
亞洲衛星另一項額外資產為我們了解最终用戶服務，在地區整體經濟持續發展下將繼續

大受其惠。亞洲的人口特質為超過 40%以上人口皆為年齡在 35 歲以下，在我們眾多服

務市場中，此等特質可不斷推動通訊和資訊服務之使用量。 

 
雖然視頻及相關娛樂服務擁有光明前景，甚小口徑終端機環節於亞洲新興市場之急速發

展亦不容忽視，現已成為任何區域性數據網絡之重要元素。亞洲衛星與其長期客戶例如

SpeedCast、Panasonic Avionics 及澳洲電訊之間靈活及互惠互利的關係，在這方面取

得堅實的成果。 

 
其他對本公司之有利因素，包括科技轉移之正面影響現時才剛開始浮現出來，當中 OTT

（Over the Top）服務之眾多應用為本公司寬頻計劃締造更多商機，物聯網（IoT）連接

及由衛星回程提供服務之 5G流動視頻網絡提早面世，亦為頻寬連接帶來更大的需求。 

 
二零一七年展望 

 
展望未來一年，董事局對亞洲區經濟前景抱審慎樂觀態度。雖然有些市場之經濟指標相

對持平，仍繼續投資於新電訊和媒體基礎建設，同時更新和提升現有設施。 

 

針對較小型新興市場之新直接到戶平台仍具吸引力，特別是迎合到對當地語言相關服務

之需要。 

 
為應付嶄新數據傳輸容量不斷上升之長期需求，亞洲衛星將繼續評估機會設立高通量衛

星（HTS）Ka 波段的能力，並且密切注視物聯網、超高清廣播及其他以客戶為主導服務

之技術和商業應用進展，冀能從中獲益。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及經濟學人訊息部對亞洲區二零一七年的經濟預測，由

中國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6.8%、印度 7.3%，以及南亞和東南亞大部分國家徘徊於 6%水

平（緬甸 8.5%最為突出）。亞洲衛星作為創新的服務供應商，儘管面對現時容量供應過

剩的短期負面因素，公司的商業前景仍感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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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二零一六年最後一個季度，對本公司以至衛星行業而言均踏入過渡時期。魏義軍先生退

任行政總裁，並獲委任為高級顧問直至二零一七年三月。本人謹代表董事局衷心感謝魏

先生多年來對本公司的卓越領導和盡心服務。 

 
我們熱烈歡迎喬恩柱先生接任本公司新行政總裁。喬先生為備受尊崇的業界專才，在衛

星通訊、廣播及電訊業界擁有豐富經驗、專業知識和廣泛的人脈網絡。我們深信喬先生

帶來具策略性的遠見，將會帶領本公司創出佳績，向前邁進。 

 
最後，本人亦要對董事局、管理層成員及全體員工於二零一六年的竭力服務和盡心支持

表示謝意。 

 
 
 
 
主席 

居偉民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十一名董事。執行董事為喬恩柱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居偉民先生（主席）、唐子明先
生（副主席）、羅寧先生、翟克信先生、Julius M. GENACHOWSKI 先生及殷尚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James 

WATKINS 先生、李開賢先生、Kenneth McKELVIE 先生及王虹虹女士。替任董事為莊志陽先生（羅寧先生之替任董
事）。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