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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致：經濟版編輯 

 

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報告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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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宣布其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報告。 
 
在艱難環境下取得良好進展 

 

財務摘要： 

   

營業額   689,776,000 港元 +27% 

股東應佔溢利   305,216,000 港元 +21% 

每股盈利 0.78 港元 +20% 

每股股息 0.08 港元 不變 

 
                                                                                                                                      

業務概要： 

 
 全新亞洲七號衛星之建造計劃按原定進度進行 

 亞洲衛星之在軌衛星繼續運作良好 

 整體使用率維持穩定於 65% 

 附屬公司 SpeedCast 持續錄得收入及溢利增長 

 新成立之直接到戶電視合營公司 DISH-HD Asia Satellite 正式推出服務   

 為亞洲五號衛星奪得重要的直接到戶服務客戶 

 

亞洲衛星執行主席翟克信表示：「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之業績令人鼓舞，我們的核心業務持續有良好表

現。最近的全球經濟不景對衛星行業特別是亞洲衛星所帶來的影響相對較為輕微。本人不敢自滿，我

們對本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充滿信心，加上核心財政穩健，資產負債表並無負債，而且穩踞市場領先地

位。此等寶貴資產將有助本公司未來得到更佳的發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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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報告 

 
 

 

主席報告書 
 

在艱難環境下取得良好進展  

 
業務穩健增長 

 

亞洲衛星有限公司（「亞洲衛星」）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取得穩步發展，與主席於三月時所作出的展望

一致。本公司於上半年錄得較對上年度同期較為強勁的業績，儘管面對全球經濟有限度復甦，我們的

業務仍表現出色。展望前景，我們對中期未來繼續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在企業發展方面發生多項重要事件。董事局宣布本人將退任亞洲衛星行政總裁，並

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主席。而副行政總裁魏義軍將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兩項任命均於二零一零年八月

一日生效。進一步詳情載於下文。 

 

我們於六月在台灣推出令人振奮的嶄新直接到戶（DTH）項目，並進展順利。隨著時代進步，我們可

看到高清電視（HDTV）在亞洲區持續增長。在轉播二零一零年世界盃這項歷史上最多人收看的電視

節目方面，亞洲衛星當然也發揮了一定作用。 

 
 
中期業績  

 
營業額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之營業額為 690,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545,000,000 港元），較二零零九年

同期增加了 145,000,000 港元，升幅約為 27%。營業額上升是由於我們的核心業務取得增長，並來

自一項獨家使用亞洲二號衛星之租賃協議，和向我們的台灣合營公司 DISH-HD Asia Satellite Limited

（「DISH-HD Asia Satellite 」）出租轉發器。 

 

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 SpeedCast Holdings Limited（「 SpeedCast」），亦於上半年的收入錄得增長，

約為 24,000,000 港元，主要因為客戶需求持續表現強勁。 

 

經營開支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不包括折舊及攤銷之經營開支為 166,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158,000,000

港元），上升了 8,000,000 港元。新增開支主要與我們於去年下半年所發射新衛星引致之在軌保險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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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之股東應佔溢利為 305,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253,000,000 港元），增幅為

21%。溢利上升主要來自以上所述之收入穩定增長。雖然受到經營開支上升的影響（亦如前所述），

加上我們新衛星相關的額外折舊開支，溢利仍可改善實在令人感到鼓舞。 

 

現金流量 

 

期內，本集團之淨現金流入為 618,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流出 424,000,000 港元），當中已扣

除 202,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666,000,000 港元）之資本支出，以及派發股息 125,000,000 港

元（二零零九年：121,000,000 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為

2,102,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84,000,000 港元）。本集團繼續毫無負債。 

 

股息 

 

董事局議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0.08 港元（二零零九年：每股 0.08 港元），與去年相同。中期股息將

於或約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四日派發予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登記在股東名冊上之股東。公司股份將於

二零一零年十月四日至八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企業發展 

 
董事局於三月宣布本人翟克信將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退任亞洲衛星行政總裁，並於二零一零年

八月一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主席，並繼續留任本公司執行董事直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董事

局知悉本人出任執行主席之新職，並同時擔任原有之執行董事職位，以繼續參與本集團策略性事務，

確保業務達致成功。在這段過渡期後，現時的意向是本人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退休離任本集團。 

 

董事局同時宣布亞洲衛星前任副行政總裁及本公司執行董事魏義軍，接替本人為亞洲衛星行政總裁，

任命由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貣生效。 

   

業務回顧 

 
新衛星 

 

亞洲七號衛星 

 

這枚新衛星現正由 Space Systems/Loral 於美國建造中，按原定進度進行，並計劃於二零一一年年底

發射升空。該衛星採用性能強大的 SS/L 1300 系列衛星帄台，其設計及性能與我們的最新衛星亞洲

五號衛星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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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軌衛星 

 

於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內，亞洲衛星隊伍之四枚在軌衛星均運作良好，繼續為我們的客戶提供卓越服

務。 

 

本集團擁有之其中三枚衛星均定位於亞洲大陸上空之對地靜止軌道位置，提供全球最多電視觀眾收看

的衛星帄台之一，讓亞洲衛星客戶享有無可比擬的廣闊覆蓋範圍，服務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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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整體使用率為 71%（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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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之整體使用率為 62%（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8%）。 

 

亞洲五號衛星於二零零九年八月發射升空，取代了亞洲二號衛星並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全面投入服務。

該衛星定位於東經 100.5 度，載有二十六個 C 波段及十四個 Ku 波段轉發器。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之整體使用率為 61%（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4%）。 

 

AMOS-5i 衛星原為亞洲二號衛星，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發射升空，載有二十四個 C 波段及九個 Ku 波

段轉發器。該衛星現已出租予 AMOS 衛星隊伍之營運商 Spacecom 供其獨家使用，經重新命名後，

已移往東經 17 度軌道位置運作，現時服務非洲大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衛星已出租及出售之轉發器總額為 85 個（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85 個），即整體使用率為 65%（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當中包括四個讓我們提

供直接到戶（DTH）服務之 BSS 轉發器。 

 
   

新訂及重新續期合約 

 

於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內，我們取得了多份總值 494,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164,000,000 港元）

之新合約，而獲得續期之合約價值則為 266,000,000 港元 （二零零九年：250,000,000 港元）。兩者

合計的總額為 760,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414,000,000 港元），我們很高興其中大部分來自期

內奪得之新業務。 

 

值得注意的一份合約是我們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與越南具領導地位的國家廣播機構及數碼廣

播營運商 Vietnam Multimedia Corporation（VTC）簽訂的多個轉發器租用協議。VTC 利用亞洲衛星

功率強大的 Ku 波段轉發器，設立全新的優質直接到戶帄台，可以向全國廣播多達三十條高清（HD ）

及七十條標清（SD ）電視頻道。 

 

其他合約包括將在溫哥華舉行之二零一零年冬季奧運會的電視轉播經由亞洲五號衛星傳送至亞洲及

澳紐等地；巴基斯坦 Kawish TV Network（KTN）之烏爾都語及信德語新電視頻道；以及與中國官方

通訊社新華通訊社續簽其 Ku 波段轉發器之長期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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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世界頂級廣播機構及媒體帄台傳送體育及新聞內容的服務供應商 Eurovision，額外租用亞洲五號

衛星的 C 波段轉發器，使世界盃熱潮結合高清轉播模式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一日期間

風靡亞太地區。該等額外容量為以高清及標清模式轉播世界盃全部六十四場賽事所需。Eurovision 通

過其專用的光纖網絡，將球賽訊號從南非傳送至亞洲衛星位於香港大埔的地面站，再上行至亞洲五號

衛星，為整個亞太地區提供電視轉播。  

 

市場回顧 

 
我們於二零零九年年報中指出，亞洲區衛星行業可能避過全球經濟不景最壞時刻的衝擊。我們於二零

一零年上半年的預測是正確的，現有之良好中期業績可茲證明。 

 
雖然市場上轉發器容量仍然存在供過於求，但廣播行業對衛星通訊的需求傳統上較其他行業能夠抵受

經濟衰退的衝擊，這亦是我們的主要需求動力。時至今日，作為亞太地區之市場領導者，亞洲衛星服

務超過一百間廣播機構，傳送近三百條電視頻道遍及整個亞太地區，而且我們不斷贏取新業務。 

 

我們亦繼續看到區內對高清電視之需求不斷上升。對亞洲衛星而言，隨著亞洲區需求追上美國及歐洲

較發達國家之市場水帄，高清電視代表著具龐大增長潛力的領域。此外，我們現在留意到 3D 立體電

視（3D TV）受到市場注目之一些初期跡象，亞洲區內有越來越多銷售點售賣 3D 電視機。 

 
亞洲區內的新直接到戶衛星電視及網絡電視（IPTV）帄台數目不斷增加，為我們看好中期前景提供

更多支持理據。該等帄台在亞洲面對經濟放緩的情況下推動著新電視頻道之推出。令人遺憾的是，區

內仍有若干直接到戶市場對自由競爭設置規管障礙，但我們相信到適當時候，消費者需求及商業考慮

將會促使當地政府放寬對海外投資的限制，這將會進一步刺激市場增長。 

 
衛星相對地面廣播系統所具備的固有優勢，為亞洲衛星的今日成就及未來於亞太地區的發展奠定良好

的基礎。特別的是，衛星的覆蓋範圍無遠弗屆，甚至最偏遠的地區亦能連繫無間。這讓衛星得以提供

互聯網及流動電話的主幹連接，尤其是亞洲區人口分散的廣泛地區。隨著亞洲發展中國家政府致力擴

展國內的通訊基礎設施，我們相信長遠而言此增長動力將日益明顯。 

 

 

業務發展 

 
附屬公司 

 
SpeedCast 
 

亞洲衛星之全資附屬公司 SpeedCast，向亞洲各國以至其他地區客戶提供雙向甚小口徑終端機

（VSAT）及寬頻主幹接入服務。 

 

於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內，SpeedCast 之營業額為 95,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71,000,000 港元），

上升了 34%，純利為 8,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5,000,000 港元）。我們對該公司業績的正面增

長感到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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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H-HD Asia Satellite   
 

DISH-HD Asia Satellite 為亞洲衛星與 EchoStar Corporation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成立之合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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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在台灣正式推出

服務，現時提供三十六條以高清或增強標清模式播送的電視頻道讓客戶選擇。 

 
於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內，DISH-HD Asia Satellite 錄得約 54,000,000 港元之虧損（二零零九年：無），

亞洲衛星所攤佔虧損為 27,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無）。 

 
  

展望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之業績令人鼓舞，踏入下半年，我們的核心業務持續有良好表現。衛星核心業務收

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顯著上升；我們的附屬公司 SpeedCast 取得良好進展，而我們與 EchoStar

之新夥伴關係亦建立一個好開始。我們能夠取得這些超卓成就，背後力量來自亞洲衛星優良可靠的衛

星隊伍，為我們客戶提供一貫的優質服務。我們屢獲業界頒發卓越獎項，正好彰顯出本公司表現廣受

認同。 

 
本人曾提及最近的全球經濟不景，以及衛星行業特別是亞洲衛星受到經濟下滑的影響相對較為輕

微，。本人不敢自滿，我們對本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充滿信心，加上核心財政穩健，資產負債表並無負

債，而且穩踞市場領先地位。此等寶貴資產將有助本公司未來得到更佳的發展。 

 
致謝 

 
本人出任執行主席之新職，謹藉此機會感謝 Sherwood DODGE 自二零零九年六月以來擔任董事局主

席期間對本公司的傑出領導及寶貴貢獻。 

 

我更要衷心多謝董事局對本人之信任，以及在三月份公告中之正面評價。接著下來，本人謹代表董事

局、公司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熱烈祝賀魏義軍獲委任為行政總裁。 

 
最後，本人向各位客戶、供應商及股東的鼎力支持和鼓勵深表謝意。本人同時要感謝各位董事所作出

之寶貴貢獻，以及本集團全體員工之出色工作和竭誠服務，使亞洲衛星繼續在亞太地區享有市場領先

地位。 

 
 

執行主席 

翟克信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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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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額 四 689,776  544,861 

服務成本  (247,245)  (177,637) 

毛利  442,531  367,224 

其他收益，淨額  17,637  12,722 

行政開支  (90,289)  (101,728) 

經營溢利 五 369,879  278,218 

財務成本  (51)  (5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  (27,198)                                                                                                                                                                                                                                                                                                                                                                                                                                                                                                                                                                                                                                                                                                                                                                                                                                                                                                                                                                                                                                                                                                                                                                                                                                                                                                                                                                                                                                                                                                                                                                                                                                                                                                                                                       - 

除所得稅前溢利  342,630  278,162 

所得稅開支 六 (37,484)  (26,358)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305,146  251,804 

     

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如下：     

- 本公司股東  305,216  253,488 

- 非控股權益  (70)  (1,684) 

  305,146  251,804 

     

  每股港元  每股港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 基本 七 0.78  0.65 

- 攤薄 七 0.78  0.6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股息  31,296     31,296 
 

附註一至附註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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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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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75  21,866 
物業、機器及設備  3,807,272  3,823,914 
無形資產  38,675  38,675 
未開賬單應收賬項  128,711  137,553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20,460  132,058 
支付予稅務當局之款項  221,201  204,810 

非流動資產總額  4,337,894  4,358,876 

     
流動資產     
可收回稅項  19,816  32,363 
存貨  3,543  3,74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265,889  410,92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101,869  1,483,712 

流動資產總額  2,391,117  1,930,741 

     
資產總額  6,729,011  6,289,617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普通股份  39,120  39,120 
儲備     
   保留盈餘  5,630,338  5,449,879 
   其他儲備  10,474  7,553 

  5,679,932  5,496,552 
非控股權益  1,308  1,378 

權益總額  5,681,240  5,497,93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39,335  220,537 
遞延收入  117,064  122,504 
融資租約承擔  7  7 
預先收取之其他款項  159,052  - 
其他應付賬項  2,056  2,006 

非流動負債總額  517,514  345,054 

     
流動負債     
應付建造費用  10,251  58,162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支出  94,506  158,003 
遞延收入  348,886  152,172 
融資租約承擔  5  10 
本期所得稅負債  76,488  78,165 
擬派股息  121  121 

流動負債總額  530,257  446,633 

     
負債總額  1,047,771  791,687 

     
權益及負債總額  6,729,011  6,289,617 

     
流動資產淨額  1,860,860  1,484,108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6,198,754  5,842,984 
 

附註一至附註七屬本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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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獨立審閱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精簡綜合賬目已經由本公司核數師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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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制基準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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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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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制之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三.   會計政策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制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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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項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乃強制規定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2008 及 2009 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二十七號（經修訂） 綜合及個別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九號（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二號（修訂） 集團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現金結算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三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十七號 向擁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準則、修訂及詮釋並未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財務報表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下列各項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經已頒布，惟並非於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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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號 金融工具 2

 

香港會計準則第二十四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二號（修訂） 配股的分類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十四號（修訂） 最低資金規定的預付款項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十九號 以權益工具消除金融負債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一號（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七號之披露對

比較數字之有限度豁免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2010 年）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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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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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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四.   銷售額及分類資料 

  
 (甲) 銷售額 

  
 本集團銷售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  經常性  580,570 451,467  

      -  非經常性  227 11,128  

 出售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8,909 8,291  

 提供寬頻接入服務及出售設備之收入  94,941 71,470  

 其他收入  5,129 2,505  

   689,776 54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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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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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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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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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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848 94,941 - - 616,789 

銷售予關連人士 67,858 - - - 67,858 

分類內銷售額 34,963 404 - (35,367) - 

其他收入 6,322 - - (1,193)  5,129 

總額 630,991 95,345 - (36,560)  689,776 

      

經營溢利 361,528 8,351 - - 369,879 

財務成本 (46) (5) - - (51)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 - - (27,198) - (27,198) 

除所得稅前溢利 361,482 8,346 (27,198) - 342,630 

所得稅開支 (37,484) - - - (37,484) 

期內溢利 323,998 8,346 (27,198) - 305,146 

      
      

折舊及攤銷 166,439 4,776 - - 171,215 

      
利息收入 16,848 - - - 16,848 

      
資本支出 147,046 7,812 - - 154,858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120,460 - 120,460 

      
資產總額 6,544,816 75,748 120,460 (12,013) 6,729,011 

      

負債總額 1,021,602 38,182 - (12,013) 1,04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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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四.   銷售額及分類資料（續） 

 

(乙) 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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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441 71,470 - - 532,911 

銷售予關連人士 9,445 - - - 9,445 

分類內銷售額 30,810 - - (30,810) - 

其他收入 3,374 - - (869) 2,505 

總額 505,070 71,470 - (31,679) 544,861 

      

經營溢利 273,457 4,761 - - 278,218 

財務成本 (44) (12) - - (56) 

除所得稅前溢利 273,413 4,749 - - 278,162 

所得稅開支 (26,358) - - - (26,358) 

期內溢利 247,055 4,749 - - 251,804 

      
      

折舊及攤銷 117,362 4,317 - - 121,679 

      

利息收入 12,241 7 - - 12,248 

      
資本支出 704,309 7,442 - - 711,751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資產總額 5,960,151 57,223 - (15,377) 6,001,997 

      
負債總額 716,096 37,287 - (15,377) 738,006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132,058 - 13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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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總額 768,439 36,192 - (12,944) 791,687 

 
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及大中華地區客戶的銷售額分別為

133,592,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3,826,000 港元）及 80,848,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8,903,000 港元），而來自其他國家客戶的銷售總額為 475,336,000 港元（截至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52,1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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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單一對外客戶的銷售額約為 94,982,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95,013,000 港元）。該等收入主要來自為廣播及電訊行業提供衛星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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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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16,848  12,248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淨額，除轉發器外 334  240 
 其他 455  234 

 其他收益，淨額 17,637  12,722 

     
 薪金及其他福利，包括董事酬金 61,933  57,412 
 退休金成本 – 界定供款計劃 3,080  3,046 

 員工總支出 65,013  60,45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核數師酬金 675  732 

 減值撥備    

      - 無形資產 – 牌照  -  1,166 

      - 物業、機器及設備  -  2,781 

      - 貿易應收賬項   10,901  11,280 

      - 其他應收賬項   243  1,943 

 折舊及攤銷    

      - 無形資產 – 牌照  -  80 

      - 物業、機器及設備  171,215  121,599 

 營業租約                                   

      - 物業 4,876  4,666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91  291 

 匯兌虧損淨額 289  1,543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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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溢利之

16.5%（二零零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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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12,784  11,985 

 - 海外稅項 5,902  4,838 

 遞延所得稅扣除 18,798  9,535 

  37,484  26,358 

  
 本集團現時與印度稅務當局有一宗稅務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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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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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帄均數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305,216  253,488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帄均數 （千股） 389,864  390,503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0.78  0.65 

  
 以上所示普通股加權帄均數乃經扣除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持有之股份後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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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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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305,216  253,488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帄均數 （千股） 389,864  390,503 

 未歸屬獎勵股份之影響（千股） 1,163  949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帄均數 （千股） 391,027  391,452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元） 0.78  0.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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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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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