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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致：經濟版編輯 

 

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全年度業績報告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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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宣布其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全年業績。 
 

市道回升商機湧現 

 

財務摘要： 

  按年* 扣除一筆過收入         按年* 

 營業額  1,162,918,000 港元  +13% 1,151,790,000 港元   +12% 

 股東應佔溢利 525,215,000 港元  +8% 514,087,000 港元   +7% 

 每股盈利 1.35 港元  +9% 1.32 港元   +7% 

 每股建議末期股息 0.32 港元  +3%   

 毫無負債     
 

* 按年比較                                                                                                                                      

 

業務概要： 

 亞洲五號衛星成功發射升空，並且全面投入服務 

 亞洲七號衛星現正建造中，預計於二零一一年年底進行發射 

 高清直接到戶電視合營公司 “Dish-HD Asia Satellite” 開始詴驗性服務 

 出租及出售轉發器數目增長 12% 

 整體使用率上升至 65% 

 

亞洲衛星主席Sherwood P. Dodge表示：「衛星行業的基本增長動力大致上仍然存在，亞洲衛

星因擁有獨有的優勢而受惠於此增長。我們的銷售收入在這段經濟危機和下滑期間保持良好增

長，不斷擴展服務，而很多競爭對手卻因為經濟影響而限制其發展步伐。亞洲五號衛星發射所

帶來的額外轉發器容量，令我們得以提升整體服務組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詳情垂詢，請聯絡： 

 

亞洲衛星 

劉小梅          2500 0899 / 9097 1210 

彭潔華          2500 0880 

 

愛德曼 

簡麗姿          2837 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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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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之業績報告 

 
 

主席報告書 

 

市道回升商機湧現 

 

本人很高興在這裡報告，二零零九年亞洲衛星有限公司（「亞洲衛星」）的核心業務表現強勁。

我們穩踞有利位置，於未來日子裡繼續取得增長。雖然亞洲地區經濟仍存在不明朗的因素，但

令人感到鼓舞的跡象是亞洲區內衛星行業將不會受到嚴重影響。作為提供優質服務的市場領導

者，我們享有強大優勢，在市場情況改善及高解像電視（HDTV）等新服務需求上升時蒙受其利。 

 

令人特別高興的是，用作取代亞洲二號衛星之亞洲五號衛星於去年八月成功發射。亞洲五號衛

星不僅擴展我們於東經 100.5 度軌道位置的服務，更擴大我們衛星隊伍的容量，引領我們開拓

新市場。這體現了我們的一貫承諾，致力維持亞洲衛星作為亞洲區首屈一指的衛星營運商，為

我們的客戶提供高質素服務。 

 

儘管二零零九年的經濟環境極具挑戰性，我們所取得的整體成績較二零零八年的強勁表現更為

出色。即使受到利息收入進一步下降及一間共同控制實體出現虧損的負面影響，我們能夠奪得

多份重新續期的重大合約及新合約，為溢利帶來約 8%的增長。我們預期這些正面趨勢將於二零

一零年持續下去。 

 
正如中期報告內所宣布，我們在亞洲區內衛星行業的領先地位於年內透過連奪一系列業界獎

項，贏得業界組織及同儕的一致認同。二零零九年三月，亞洲衛星在二零零九年亞洲電訊獎中

當選為「亞洲最佳衛星營運商」。亞洲衛星行政總裁翟克信亦於同月被列入國際衛星專業人員協

會（SSPI）之榮譽榜，以表揚他過去三十多年來在電訊及衛星行業所付出的努力及卓越領導，

而其中一半時間服務於亞洲衛星。同年六月，亞洲衛星在 Frost & Sullivan Asia Pacific ICT 

Awards 獲選為年度「亞太區最佳衛星服務供應商」，這是首次有衛星營運商兩度獲頒這項殊榮。 

 
我們的核心業務表現強勁，亞洲區內衛星行業的基礎仍然穩固。作為業界領導者，我們佔據有

利的定位，掌握亞洲經濟回升所締造嶄新及振奮的商機，推動業務取得更大發展。 

 
 

財務業績 

 

營業額 

 

二零零九年之營業額為 1,163,0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1,032,000,000 港元），較對上年度

增加了 131,000,000 港元，升幅為 13%。營業額上升主要來自我們的核心業務取得增長，達到

76,000,000 港元。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 SpeedCast Holdings Limited （「 SpeedCast」）於二零

零九年亦為收入增長帶來 52,000,000 港元的貢獻，主要受惠於客戶的強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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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  

 

二零零九年之股東應佔溢利為 525,0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 ：485,000,000 港元），升幅為

8%。溢利增長主要是收入表現強勁，加上亞洲二號衛星於二零零九年年初完成折舊後，折舊開

支減少了 39,000,000 港元。但是，由於銀行存款利率不斷下降，利息收入減少了約 48,000,000

港元，對溢利增長構成部分抵銷。 

 

經營開支 

 

於二零零九年，經扣除折舊及攤銷後之經營開支為 324,0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275,000,000

港元）。開支增加主要因為尋求開展多項新商業機會及處理印度稅務訴訟而引致法律及專業費用

上升了 27,000,000 港元，及餘下所多增的開支分別包括衛星營運開支增加 9,000,000 港元、中

國大陸營業稅上升 10,000,000 港元、員工支出增加 17,000,000 港元，對一間附屬公司的若干

資產作出 6,000,000 港元之減值撥備等。與二零零八年比較，貿易應收賬項減值撥備之淨額減

少了 25,000,000 港元抵銷了部分開支之增加。 

 
折舊 

 

二零零九年之折舊為 265,0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304,000,000 港元）。折舊下降的原因為

亞洲二號衛星於二零零九年年初完成折舊，而取代亞洲二號衛星之亞洲五號衛星於二零零九年

十月才開始進行折舊。 

 

現金流量 

 
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之淨現金流出為 962,0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流入 157,000,000 港

元），當中已扣除 1,364,0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366,000,000 港元）之資本支出，以及派

發股息 152,0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152,000,000 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為 1,484,0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2,445,000,000 港元）。

本集團繼續毫無負債。 

 

股息 

 

董事局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0.32 港元

（二零零八年：每股 0.31 港元）。連同已派發每股 0.08 港元（二零零八年：每股 0.08 港元）

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派發之股息總額為每股 0.40 港元（二零零八年：每股 0.39 港元）。本

公司之股份登記總處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二）至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

二）（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業務回顧 

 
新衛星 

 

亞洲五號衛星 

 

我們的新衛星亞洲五號衛星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在哈薩克斯坦之拜科努爾發射基地成功發

射升空，並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全面投入服務，置換位於東經 100.5 度軌道位置上的亞洲二號衛

星。亞洲五號衛星的性能較亞洲二號衛星更加強大，現時服務來自全球各地的眾多公共和私營

廣播機構、多家新聞通訊社、視像服務供應商及衛星地面站服務供應商，透過衛星傳送視像及

新聞；並且提供給政府及甚小口徑終端機網絡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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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七號衛星（前稱亞洲五號 C 衛星) 

 

亞洲五號 C 衛星原本打算作為亞洲五號衛星之後備，現已建造中並更改名稱為亞洲七號衛星。

Space Systems/Loral 現正建造這枚新衛星，採用 SS/L 1300 系列衛星帄台，其性能與亞洲五號

衛星大致相同。該衛星之設計主要作為向亞太地區提供用於電視廣播、電話網絡及應用於寬頻

多媒體服務之甚小口徑終端機網絡等固定衛星服務。衛星發射日期預計為二零一一年年底，視

乎未來市場情況，將會用作置換位於東經 105.5 度軌道位置上的亞洲三號 S 衛星，或置放於其

他軌道位置作擴展業務之用。 

 

在軌衛星 

 

於二零零九年，亞洲衛星之在軌衛星均運作良好，繼續為我們的客戶提供優質的服務。亞洲五

號衛星成功發射後，我們簽訂一項新租用協議，將亞洲二號衛星轉移至下述的新軌道位置。除

了亞洲二號衛星外，本集團之衛星隊伍現包括有亞洲三號 S 衛星、亞洲四號衛星及亞洲五號衛

星，定位於亞洲上空之對地靜止軌道位置，為我們的客戶提供無可比擬的廣闊覆蓋範圍，服務

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 

 

亞洲二號衛星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發射升空，定位於東經 100.5 度。該衛星載有二十四個 C 波

段及九個 Ku 波段轉發器。隨著亞洲五號衛星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將其取代後，亞洲衛星與 AMOS

衛星隊伍營運商 Spacecom 簽訂合約，授予亞洲二號衛星的獨家使用權。亞洲二號衛星已經改

名為 AMOS-5i，並轉移至東經 17 度軌道位置運作，現時服務非洲大陸。 

 

亞洲三號 S 衛星於一九九九年三月發射升空，定位於東經 105.5 度。該衛星載有二十八個 C 波

段及十六個 Ku 波段轉發器。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整體使用率為 71%（二零零八

年：69%）。 

 
亞洲四號衛星於二零零三年四月發射升空，定位於東經 122 度。該衛星載有二十八個 C 波段及

二十個 Ku 波段轉發器，包括四個於香港提供廣播衛星服務（BSS）的轉發器。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其整體使用率為 68%（二零零八年：58%）。 

 

亞洲五號衛星於二零零九年八月發射升空，定位於東經 100.5 度，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全面投入

服務。該衛星載有二十六個 C 波段及十四個 Ku 波段轉發器。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其整體使用率為 54%。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衛星已出租及出售（不包括 AMOS-5i）之轉發器總數為

八十五個（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6 個轉發器），整體使用率則為 65%（二零零八年：

60%）。此數字包括四個供我們營運直接到戶（DTH）服務之廣播衛星服務轉發器，以及三個撥

作臨時服務及衛星新聞採集（SNG ）服務之轉發器。 

 
DISH-HD Asia Satellite  
 

二零零九年六月，亞洲衛星與具市場領導地位之衛星收費電視傳輸系統供應商及衛星電視、網

絡電視、有線電視、地面電視及消費性電子設備設計及生產商 EchoStar Corporation 成立一間

合營公司。該合營公司向台灣及亞洲區內其他目標地區提供直接到戶衛星電視服務，並於二零

零九年年底開始投入服務。本公司持有 80% 權益及專門經營直接到戶服務之附屬公司天浪衛視

有限公司，其業務已經併入合營公司 DISH-HD Asia Satellite Limited（「DISH AsiaSat」）。該項

直接到戶服務現正進行詴驗性服務，預計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正式推出。由於 DISH AsiaSat

的營運仍屬初步階後，該公司於年內錄得 24,000,000 港元之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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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中信集團公司之轉發器主協議  

 

正如二零零八年年報中所述，一項由亞洲衛星、中信網絡有限公司（「中信網絡」，中信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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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之分公司）訂立的轉發器主協議，於二零零九年一月獲獨立股東批准。該協議授權亞洲衛

星向中信衛星及中信網絡客戶提供轉發器容量。 

 

來自中信衛星之收入，年內為本集團營業額帶來 54,000,000 港元之貢獻。 

 
SpeedCast 

 
SpeedCast 的業務為向亞洲各國以至其他地區客戶提供包括寬頻接入服務之雙向衛星服務。 

 

SpeedCast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為 170,000,000 港元（二零零八

年：118,000,000 港元）。該公司於年內錄得 14,000,000 港元之純利（二零零八年：700,000 港

元）。業績上升主要是來自雙向寬頻接入業務之收入增長所致。  

 
 

合規 

 

於二零零九年，我們成功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證委會」）撤銷註冊。邁向未來，我們將會

繼續維持同樣嚴謹的企業管治準則。 

 
 

展望 

 
於二零零九年，亞洲衛星成功地提升轉發器使用率，合約儲備上升，以及順利奪得多份重大新

合約及重新續簽合約。 

 

於去年年報中，我們曾經提出衛星行業在二零零九年將會面對不明朗的經濟環境。金融危機所

導致的環球經濟衰退，對去年的衛星市場及我們的業務並未構成嚴重的影響。衛星行業的基本

增長動力大致上仍然存在，我們相信亞洲業界未來將持續有增長機會。 

 

衛星行業之長遠增長將由兩大因素所推動：衛星相對地面傳輸系統作為廣播行業帄台的技術優

勢，以及亞洲區內電視、互聯網和流動電訊市場的多重帄台越趨激烈之競爭。短期至中期而言，

高解像電視 (「HDTV」) 技術、網絡電視（「IPTV」）、視頻至流動通訊應用和直接到戶服務，以

及鄉郊和偏遠地區的流動電話和互聯網連接具備了明顯的增長潛力。 

 

亞洲衛星因擁有獨有的優勢而受惠於此增長。經濟不明朗通常有利於聲譽良好及值得信賴的市

場領導者，我們的銷售收入在這段經濟危機和下滑期間保持良好增長，不斷擴展服務，而很多

競爭對手卻因為經濟影響而限制其發展步伐。亞洲五號衛星發射所帶來的額外轉發器容量，令

我們得以提升整體服務組合。 

 
 
 

董事和高級管理層 

 
本人熱烈歡迎羅寧先生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加入董事局，並且衷心感謝丁孙澄先生過去

多年來在董事局之盡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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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克信先生將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貣退任本公司之行政總裁，並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

獲委任為本公司之行政主席及繼續出任執行董事直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翟氏將繼續參

與策略性事務，帶領本公司達致成功。現任副行政總裁魏義軍先生將接替翟氏獲委任為行政總

裁。本人謹代表董事局衷心感謝翟氏多年以來之卓越服務。亞洲衛星在業內所建立的超著聲譽

及光輝未來，翟氏的英明領導及長遠眼光功不可沒。我們期待翟氏成為行政主席後繼續為本公

司作出貢獻。 

 

本人謹藉此機會對各位客戶、供應商及股東的支持深表謝意。我亦要多謝各位董事於年內作出

之寶貴貢獻，以及本集團全體員工之全力投入和至誠服務。 

 
 
 

主席 

Sherwood P. Dodge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7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額 二 1,162,918  1,031,697 

服務成本  (403,907)  (420,919) 

毛利  759,011  610,778 

行政開支  (184,652)  (158,173) 

其他收益 – 淨額  20,575  68,076 

經營溢利 三 594,934  520,681 

財務成本  (109)  (114)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  (12,242)  - 

除所得稅前溢利  582,583  520,567 

所得稅開支 四 (59,202)  (36,609)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523,381  483,958 

     

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如下：     

本公司股東  525,215  484,887 

少數股東權益  (1,834)  (929) 
  523,381  483,958 

     

年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以每股港元列示 ） 

    

- 每股基本盈利 五 1.35  1.24 

- 每股攤薄盈利 五 1.34  1.24 

股息 六 
 

156,478        
  

152,566 

 
附註一至附註六屬本綜合財務報表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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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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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66  22,449 
物業、機器及設備  3,823,914  2,681,287 
無形資產  38,675  39,921 
未開賬單應收賬項  137,553  146,694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32,058  - 
支付予稅務當局之款項  204,810  204,810 

非流動資產總額  4,358,876  3,095,161 

流動資產 
    

可收回稅項  32,363  - 
存貨  3,741  2,76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410,925  234,61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483,712  2,445,471 

流動資產總額  1,930,741   2,682,852 

資產總額  6,289,617  5,778,013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普通股份  39,120  39,120 
其他儲備  7,553  12,481 
保留盈餘      

- 建議末期股息  125,183  121,271 

- 其他  5,324,696  4,955,659 

  5,496,552  5,128,531 
少數股東權益  1,378  3,212 

權益總額  5,497,930  5,131,743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20,537  172,631 
遞延收入  122,504  102,179 
融資租約承擔    7  17 
其他應付賬項  2,006  1,910 

非流動負債總額  345,054  276,737 

流動負債 
    

應付建造費用  58,162  9,634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支出  158,003  119,452 
遞延收入  152,172  149,601 
融資租約承擔  10  87 
本年所得稅負債  78,165  90,638 
擬派股息  121  121 

流動負債總額  446,633   369,533 

負債總額  791,687  646,270 
     
權益及負債總額  6,289,617   5,778,013 
     
流動資產淨額  1,484,108  2,313,319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5,842,984  5,408,480 
 

附註一至附註六屬本綜合財務報表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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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編制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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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制。編制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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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甲)        本集團採納新訂及修訂之準則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採納下列各項新訂及修訂並適用於本集團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七號（修訂），「金融工具：披露」–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生效。

此項修訂要求提高有關公帄價值計量及流動資金風險的披露。特別的是，此修訂要求公帄價值

計量頇按公帄價值計量的等級架構進行披露。由於會計政策的變動只導致需要作出額外披露，

故此對每股盈利並無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一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生效。此

項經修訂準則禁止在權益變動表中呈列收入及開支（即「非擁有人的權益變動」），並規定在

全面收益表中「非擁有人的權益變動」必頇與擁有人的權益變動分開呈列。本集團於現有及過

往年度並沒有非擁有人的權益變動。由於會計政策的變動僅影響呈列方式，故此對每股盈利並

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八號，「經營分類」–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八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十四號，「分類報告」，並將分類報告與美國準則 SFAS 131 號，

「企業分類及相關資料之披露」的規定保持一致。此項新準則要求採用「管理方法」，即分類

資料頇按與內部呈報所採用之相同基準呈列。本集團經營分類之呈報方式與提供予主要經營決

策者之內部呈報一致。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已確定為作出策略性決定之行政總裁。 

 

(乙)        仍未生效而本集團亦無提早採納的準則及對現有準則的修訂和詮釋 

 

下列各項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經已頒布，並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後開始之期間生效，惟本集

團沒有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完善 

香港會計準則第二十四號 (經修訂)
2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二十七號 (經修訂)
1
 綜合及個別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二號 (修訂)
1
 配股的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九號 (修訂)
1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二號 (修訂)
1
 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三號 (修訂)
1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 (修訂)
3
 金融工具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十四號 (修訂)
2
 最低資金規定的預付款項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十七號 (修訂)
1
 向擁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十九號 (修訂)
2
 以權益工具消除金融負債 

1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於本集團 
2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於本集團 
3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於本集團 

 

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準則或詮釋所帶來的影響，惟並不預期將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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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銷售額及分類資料 

  
 (甲) 銷售額： 

  
 本集團銷售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 經常性  956,450 878,031  

      - 非經常性  11,128 4,935  

 出售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16,411 24,491  

 提供寬頻接入服務及出售設備之收入  169,967 118,494  

 其他收入  8,962 5,746  

   1,162,918 1,031,697  

 
 (乙) 分類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已確定為本集團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呈報，以評估其表現及分配資

源。管理層已根據行政總裁審閱之報告決定經營分類，而行政總裁是從產品角度考慮業務狀況。換言

之，管理層根據衡量下列業務之除稅後溢利以評估其表現： 

 

 為廣播及電訊行業提供衛星通訊系統、營運和維修服務；   

 提供寬頻接入服務；及 

 透過共同控制實體提供直接到戶衛星電視服務。  

 

分類間之銷售按公帄原則進行，與第三方交易之方式相若。向行政總裁呈報之對外收入採用與綜合全

面收益表一致的方式進行衡量。 

 

提供予行政總裁有關資產總額及負債總額之金額採用與財務報表一致的方式進行計量。該等資產及負

債乃按分類的經營基準分配。 

 

頇予呈報的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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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銷售額及分類資料（續） 

 

(乙) 分類資料（續） 

 

本集團頇予呈報的分類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為廣播及電訊行業 

提供衛星通訊系統 

寬頻接入 

服務 

直接到戶衛星

電視服務 

分類內之 

抵銷數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予對外客戶 921,226 169,967 - - 1,091,193 

銷售予關連人士 62,763 - - - 62,763 

分類內銷售額 72,024 269 - (72,293) - 

其他收入 11,720 - - (2,758) 8,962 

總額 1,067,733 170,236 - (75,051) 1,162,918 

      

經營溢利 580,878 14,056 - - 594,934 

財務成本 (87) (22) - - (10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 - - (12,242) - (12,242) 

除所得稅前溢利 580,791 14,034 (12,242) - 582,583 

所得稅開支 (59,202) - - - (59,202) 

年內溢利 521,589 14,034 (12,242) - 523,381 

      
      
      
折舊及攤銷 255,479 9,292 - - 264,771 

      

利息收入 18,445 7 - - 18,452 

      

資產總額 6,105,091 65,412 132,058 (12,944) 6,289,617 

      
資本支出 1,397,255 14,194 - - 1,411,449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132,058 - 132,058 

      

負債總額 768,439 36,192 - (12,944) 79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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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銷售額及分類資料（續） 

 

(乙) 分類資料（續） 

 
 二零零八年 

 為廣播及電訊行業 

提供衛星通訊系統 

寬頻接入 

服務 

分類內之 

抵銷數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予對外客戶 906,207 118,494 - 1,024,701 
銷售予關連人士 1,250 - - 1,250 

分類內銷售額 43,855 - (43,855) - 

其他收入 6,771 - (1,025) 5,746 

總額 958,083 118,494 (44,880) 1,031,697 

     

經營溢利 519,896 785 - 520,681 

財務成本 (64) (50) - (114) 

除所得稅前溢利 519,832 735 - 520,567 

所得稅開支 (36,609) - - (36,609) 

年內溢利 483,223 735 - 483,958 

     
     
 

折舊及攤銷 

 
297,186 

 
7,244 

 
- 

 
304,430 

     

利息收入 66,171 107 - 66,278 

     

資產總額 5,744,183 45,713 (11,883) 5,778,013 

     

資本支出 298,599 9,092 - 307,691 

     

負債總額 615,744 42,409 (11,883) 646,270 

 
 

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香港及大中華地區客戶的銷售額分

別為 261,784,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257,994,000 港元）及 148,68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143,276,000

港元），而來自其他國家客戶的銷售總額為 752,454,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630,427,000 港元）。 

 

為作分類之用，客戶公司（包括對外客戶及關連人士）之成立地點被視作銷售額之來源地。然而，本集團

之營運資產主要包括使用於或擬用於向多個地區範圍作傳輸之衛星，所以不能按地區分類作出分配。因此，

本報告並沒有陳述按地區分類進行之支出、資產及負債之分析。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單一對外客戶的銷售額約為 192,121,000 港元（二零零八

年：194,211,000 港元）。該等銷售額主要來自為廣播及電訊行業提供衛星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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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營溢利 

 
 本集團經營溢利乃經（計入）／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18,452  66,278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200  123 
 其他收益 – 淨額 1,923  1,675 

  20,575  68,076 

     
 薪金及其他福利，包括董事酬金 122,970  107,356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5,141  3,818 

 退休金成本 – 定額供款計劃 6,103  5,623 

 員工總支出 134,214  116,797 

     
 核數師酬金 1,300  1,300 

 壞賬撇銷 269  608 

 減值撥備／（回撥）        

 - 無形資產 – 牌照  1,166  - 

 - 物業、機器及設備  2,781  - 

 - 貿易應收賬項  (3,122)  21,516 

 - 其他應收賬項  1,940  - 

 - 存貨  147  - 

 折舊及攤銷      

 - 無形資產 – 牌照  80  161 

 - 物業、機器及設備  264,691  304,269 

 營業租約                               

      - 物業 9,391  7,399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583  583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433  (2,311) 

     
 

四.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溢利有重要部分被視作海外溢利，毋頇繳付香港利得稅。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內之估計應課溢

利之 16.5%（二零零八年：16.5%）支付。 

 

海外稅項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國企業所得稅，以若干海外管轄權區所賺取之總收入按 7%至 20%

的稅率計算。 

 

本集團現時與印度稅務當局有一宗稅務訴訟尚未解決，詳情列載於附註八。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382  43,649 

      - 退回香港利得稅 (1,965)  - 

     - 海外稅項 12,879  9,377 

 本年稅項總額 11,296  53,026 

     
 遞延所得稅    

      - 本年度 47,906  (5,614) 

      - 香港利得稅稅率變動之影響 -  (10,803) 

 遞延稅項總額 47,906  (16,417) 

 所得稅開支 59,202  3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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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所得稅開支 （續） 

  
 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之稅項，與假若採用適用於綜合實體溢利之加權帄均稅率而計算之理論稅額之

差額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 582,583  520,567 

     
 按 16.5%稅率計算之稅項（二零零八年：16.5%） 96,126  85,894 

 毋頇就稅項評稅的收益之所得稅務影響 (90,552)  (89,829) 

 不能就稅項扣除的支出之稅務影響 42,978  42,109 

 附屬公司未予確認時差之稅務影響 (852)  (440) 

 共同控制實體稅項虧損未予確認之稅務影響 2,020  - 

 香港與海外地區之利得稅稅率差異之影響 12,879  9,377 
 未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之稅項虧損 -  301 
 動用附屬公司過往未予確認之稅項虧損 (1,432)  - 
 重新計量遞延稅項 – 香港利得稅稅率變動 -  (10,803) 
 退回香港利得稅 (1,965)  - 

 稅項開支 59,202  36,609 

    
 本集團之有效稅率為 10.2%（二零零八年：7.0%）。   

 

五. 每股盈利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帄均數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525,215  484,887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帄均數（千股） 390,303  390,722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1.35  1.24 

 

以上所示普通股加權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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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已轉換成普通股的情況下，根據普通股的經調整加

權帄均數計算。本公司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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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帄價值（即本公司的股份於年內之帄均市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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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於釐定每股攤薄盈利之溢利 525,215  484,887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帄均數（千股） 390,303  390,722 
 獎勵股份之影響（千股） 925  358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帄均數（千股） 391,228  391,080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元） 1.3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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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股息 

 

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支付之股息分別為 152,266,000 港元（每股 0.39 港元）及 152,415,000 港

元（每股 0.39 港元）。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0.32 港元，金額合共為 125,183,000 港元。此項

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提交股東批准。此項股息並無於財務報表

內列作應付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付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 0.08 港元 （二零零八年：0.08

港元） 

 
31,295 

  
31,295 

建議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 0.32 港元 （二零零八年：0.31

港元） 
 

125,183  
 

121,271 

 156,478  152,566 

 

2009年及2008年派發及擬派股息的累計金額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於綜合全面收益表中作出披露。 

 
–  完 – 

 

編輯垂注 

亞洲衛星有限公司（亞洲衛星）是亞洲區內具有領導地位的區域性衛星公司，現正透過該公司的三枚衛

星，包括亞洲三號 S 衛星、亞洲四號衛星及亞洲五號衛星，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提供廣播及電訊服

務。亞洲衛星現轉播 300 多條數碼電視及電台頻道，到亞太區內近九千六百萬戶家庭，共三億六千多萬

的電視觀眾；並為不少電訊客戶提供公共電話網絡、私人專用網絡及寬頻多媒體傳送等服務。亞洲衛星

是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機構。該公司為香港聯合交易所（股份代號：1135）的上市公司。

詳情請瀏覽www.asiasat.com 

 

http://www.asiasa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