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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致：經濟版編輯 

 

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全年度業績報告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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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宣佈其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

年業績。 

 

挑戰與機遇並存的一年 

 

財務摘要：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  1,498,631,000 港元* -1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股東應佔溢利 747,520,000 港元 -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盈利 1.91港元 -4% 

 每股建議末期股息 

 每股建議特別股息 

 

0.80港元 

1.50港元 

不變 

+50% 

*二零一二年營業額包括來自印度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實施財政法案後的一筆一次性收入

311,000,000 港元。扣除了此項一次性收入，二零一三年營業額與上年度比較大致保持平穩。  

 

業務概要： 

 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按進度預計於二零一四年年中發射升空，提供新增的 C波段及

Ku波段轉發器容量，配合未來業務增長 

 亞洲七號衛星將於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全面取代亞洲三號 S 衛星，於東經 105.5度提供更強

大的功率及覆蓋範圍 

 亞洲九號衛星開始前期設計階段，於二零一七年取代亞洲四號衛星，於東經 122度提供新的

覆蓋範圍及服務。 

 成功取得新客戶連同現有客戶擴展服務，鞏固亞洲衛星在廣播服務之領導地位。 

 
亞洲衛星主席 Sherwood P. Dodge 表示：「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的發射將提供新收入

來源，因為客戶將會利用該等性能強大新衛星所提供之新增容量。」 

 
「二零一四年之首要重點仍是開拓新業務。我們的衛星隊伍正在不斷擴充中，公司在提供優質和

可靠衛星容量方面信譽良好，配合對客戶之服務承擔，使我們得以穩踞有利的位置，掌握新商機。

雖然市場競爭仍十分激烈，本人相信我們出色能幹的管理團隊，加上高質素的服務，將推動亞洲

衛星業務於二零一四年向前發展。」 

 
# # # 

 

新聞垂詢： 

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劉小梅，銷售及市務部副總裁      彭潔華，企業事務經理  

電話： (852) 2500 0899      電話： (852) 2500 0880  

手提電話： (852) 9097 1210      電子郵遞：wpang@asiasat.com  

電子郵遞： scubbon@asiasat.com 

  

mailto:scubb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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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之業績報告 
 
 
 

主席報告書 
 
 

挑戰與機遇並存的一年 

 

經過連續多年業績屢創新高後，亞洲衛星於二零一三年錄得相對平穩的回報（扣除印度稅項之一

次性影響），主要由於我們與一名重要客戶以較低價格續訂合約，以及市場競爭越趨激烈。 

 
儘管如此，我們於年內成功取得多名主要新客戶，同時透過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的發射

計劃，可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提供新增的 C 波段及 Ku 波段轉發器容量，為未來業務增長打好根

基。 

 

該等新衛星連同我們的卓越服務質素，可讓亞洲衛星於未來數年繼續擴闊客戶基礎及拓展新市場。 

 

人們與世界連繫無間 

 

我們在亞洲衛星業界持續穩踞領導地位，擁有市場競爭優勢。公司植根香港，在亞太及中東地區

擁有廣大客戶群，大型跨國客戶包括廣播機構、服務供應商、政府部門及企業機構。此等客戶認

同亞洲衛星服務質素的可靠性及技術專長，非一般競爭對手所能比擬。 

 

年內，我們繼續鞏固作為亞洲廣播服務首屈一指的衛星服務供應商地位，提供直接到戶（DTH）、

電視內容分發，以及透過臨時使用服務將頂尖體育盛事的現場盛況傳送至亞太地區觀眾。今年二

月，亞洲衛星提供即時傳送俄羅斯索契之二零一四年冬季奧運會比賽實況至亞太地區。秉承這項

優良傳統，我們將繼續於二零一四年傳送全球最大型及最觸目的體育盛事：二零一四年巴西世界

盃之電視現場直播。 

 

於二零一三年，眾多通訊社及廣播機構依賴亞洲衛星傳送區內各地的即時新聞和特別消息。隨著

媒體使用習慣改變，人們越來越多使用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等流動裝置，我們將佔據有利的位置，

透過具備強大連接能力的流動基幹線路網絡實時傳送體育活動、新聞及娛樂資訊。 

 

營業額 

 

二零一三年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營業額為 1,499,00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1,780,000,000 港

元），較去年下跌了 16%。營業額減少主要因為印度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實施財政法案後，對上

年度有一筆 311,000,000 港元之一次性收入及一名重要客戶以較低價格續租轉發器的合約於二零

一三年開始生效，但所減少收入只有部分由出租亞洲七號衛星所產生之短期收入填補。若扣除此

項一次性收入，營業額與對上年度比較大致保持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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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開支 

 

於二零一三年，不包括折舊之經營開支為 191,00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248,000,000 港元），

較二零一二年下降了 23%。開支減少主要由於以人民幣計價的銀行存款，以及採用印度盧比計

價之應付印度稅項淨額重新估值後之匯兌淨收益。年內，專業費用支出下降，及我們於年內收回

若干客戶所欠賬項，因而對過往作出的減值撥備進行回撥。 

 

折舊 

 

持續經營業務於二零一三年之折舊為 437,00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345,000,000 港元），上

升了 92,000,000港元，原因為亞洲七號衛星於年內開始計算折舊。 

 

溢利 

 

二零一三年之股東應佔溢利為 748,00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914,000,000 港元），減少了

166,000,000 港元。溢利下降主要原因為二零一二年錄得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一次性收益共

119,000,000 港元, 此為出售我們之全資附屬公司 SpeedCast Holdings Limited 所產生。此外，

經營開支縮減只能抵銷部分上文所述增加之折舊支出。 

 

現金流量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出現淨現金流出 623,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流出 165,000,000 港元），

包括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短期銀行存款變動，當中已扣除 1,074,00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

1,669,000,000 港元）之資本支出。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

1,501,00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05,000,000 港元）。 

 

股息 

 

董事局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0.80 港元

（二零一二年：每股 0.80 港元）及特別股息每股 1.50 港元（二零一二年：每股 1.00 港元）。

連同已派發每股 0.12 港元（二零一二年：每股 0.12 港元）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之股息總額為每股 2.42港元（二零一二年：每股 1.92港元）。 

 

核心業務表現 

 

我們於回顧期內贏得總值 617,00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162,000,000 港元）之新合約，而獲

得續期之合約價值則為 658,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434,000,000港元）。新簽訂及續期

合約合計的總額為 1,275,00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2,596,000,000 港元）。如上文披露，合

約價值下降主要原因為一份重大客戶合約於二零一二年重新磋商續期。 

 

印度財政法案 

 

印度於二零一二年五月通過的財政法案，繼續影響我們的業務。根據印度所得稅法，此法案對我

們向印度客戶及任何非印度客戶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而該等客戶若被視為在印度循任何業務或

途徑賺取收益，則此法案會對經營轉發器業務所獲收入納入稅網並徵稅。 

 

印度政府於財政預算案中通過將特許權使用費預扣稅率由 10% 提高至 25%，由二零一三年四月

一日開始生效。 

 

無論如何，正如過往業績報告中所述，於本報告日期，亞洲衛星被視作源於印度而須於印度繳納

稅項的收入金額仍有待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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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稅率對本公司的未來業務將構成不利影響。為維持在當地市場的競爭力，我們需要調整價格，

因而會影響我們的邊際利潤。 

 

美國進出口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亞洲衛星與美國進出口銀行（「進出口銀行」）簽訂一項最多

345,500,000 美元長期貸款之協議。進出口銀行是一家享有獨立地位之美國政府機構，向購買美

國產品及服務的公司提供低息貸款。該筆貸款為建造及發射亞洲六號衛星和亞洲八號衛星提供融

資。於二零一四年內已開始提取部分貸款。 

 
此項貸款將增強我們的資本結構，並且提升本公司的股本回報，讓我們在財務安排上保持靈活性，

可以擴充衛星容量，或找尋合適的併購機會。 

 

衛星 

 

衛星隊伍 

 
亞洲衛星現有的四枚在軌衛星，包括亞洲三號 S衛星、亞洲四號衛星、亞洲五號衛星及亞洲七號

衛星，繼續為亞太地區數以百萬計人士提供優良服務。 

 
我們的新衛星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發射安排工作按進度進行，預計於二零一四年第二

季度發射升空。待進入軌道後，此等新衛星將提供額外容量，以便我們服務現時正在增長中的市

場，並且開拓新商機。 

 

現正於軌道運行的亞洲七號衛星，將於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全面取代亞洲三號 S衛星。 

 

衛星隊伍未來擴充 

 

亞洲九號衛星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已開始前期設計階段，將於二零一七年發射，用作取代亞洲四號

衛星。亞洲九號衛星將為區內提供新的覆蓋和服務，從而鞏固我們的市場領先地位。 

 
 

2014年展望 

 
儘管我們的客戶同樣受到疲弱經濟環境的影響，我們相信南亞、東南亞及中東地區仍存在進一步

增長機會。 

 
亞洲衛星聲譽超著，堅持質素和服務至上，這是我們贏得廣播機構青睞的其中一項最強大競爭優

勢。潛在客戶留意到亞洲衛星在廣播及媒體行業擁有眾多世界知名品牌的客戶，正是這種「鄰里」

效應，影響他們決定選擇亞洲衛星提供服務。 

 

我們新增的高清客戶例如 Edge Sport HD，加上鳳凰衛視等現有客戶擴展高清服務，將繼續為我

們的業務帶來正面影響。此外，由於供應追不上需求，東南亞國家對 Ku 波段服務的市場蘊藏新

機遇。 

 

於二零一四年，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的發射將提供新收入來源，因為客戶將會利用該等

性能強大新衛星所提供之新增容量。 

 
二零一四年之首要重點仍是開拓新業務。我們的衛星隊伍正在不斷擴充中，公司在提供優質和可

靠衛星容量方面信譽良好，配合對客戶之服務承擔，使我們得以穩踞有利的位置，掌握新商機。

雖然市場競爭仍十分激烈，本人相信我們出色能幹的管理團隊，加上高質素的服務，將推動亞洲

衛星業務於二零一四年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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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此向亞洲衛星管理層及全體員工於二零一三年的熱誠投入和努力不懈，致以個人的衷心謝

意。我更要向董事局各成員，包括於二零一三年退任之各董事致謝，感謝他們多年來為公司盡心

服務。 

 
我亦藉此機會恭賀行政總裁魏義軍先生於去年九月份榮獲亞太衛星通信協議會頒發二零一三年度

亞太區傑出衛星管理人員獎。本人同時感謝前任董事局主席居偉民先生，在他的英明領導及睿智

識見下，在任期間帶領著本公司向前發展，實在居功不少。 

 

最後，本人感謝各位客戶、供應商及股東對本公司之長期支持。未來的一年，亞洲衛星已準備就

緒迎接更多新商機。 

 
 
主席 

Sherwood P. DODGE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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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額 二 1,498,631 1,779,545 

服務成本  (540,278) (459,046) 
  ──────── ──────── 

毛利  958,353 1,320,499 

行政開支  (87,573) (134,344) 

其他收益–淨額  26,967 28,855 
  ──────── ──────── 

經營溢利 三 897,747 1,215,010 

財務開支  - (3,654)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897,747 1,211,356 
所得稅開支 五 (150,227) (431,231) 
  ────────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溢利及                                          

全面收益總額  747,520 780,125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溢利 四 - 134,247 
  ──────── ────────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747,520 914,372 
  ════════ ════════ 
 

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如下：    

本公司擁有人  747,640 914,491 

非控股權益  (120) (119) 
  ──────── ──────── 

  747,520 914,372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來自：    

持續經營業務   747,640 780,244 

已終止經營業務  四 - 134,247 
  ──────── ──────── 

  747,640 914,491 
  ════════ ════════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應佔每股盈利 

   （以每股港元列示）    
 

每股基本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91 2.00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0.34 
  ──────── ──────── 

來自年內溢利 六 1.91 2.34 
  ════════ ════════ 
 

每股攤薄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91 1.99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0.34 
  ──────── ──────── 

來自年內溢利 六 1.91 2.33 
  ════════ ════════ 
 

股息 七 946,693 751,095 
  ════════ ════════ 

附註一至附註七屬本綜合財務報表之組成部分。 



7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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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4  20,117 

物業、機器及設備  6,604,655  6,064,661 

未開賬單應收賬項  3,005   44,110 

按金  2,616  - 

非流動資產總額  6,629,810  6,128,888 
     

流動資產     

可收回稅項  -  16,08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405,813  412,899 

現金及銀行結餘  1,501,110  2,104,940 

流動資產總額  1,906,923  2,533,924 

資產總額  8,536,733  8,66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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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6,941  6,764,776 

  - 建議末期股息  312,956  312,956 

  - 建議特別股息  586,794  391,196 

  - 其他儲備  25,059  30,290 

  7,520,870  7,538,338 

非控股權益  901  1,021 

權益總額  7,521,771  7,539,359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389,307  352,919 

遞延收入  54,377  72,194 

預先收取之其他款項  1,377  1,377 

其他應付賬項  -  1,950 

非流動負債總額  445,061  428,440 

     

流動負債     

應付建造費用  12,882  110,901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支出  65,210  70,557 

遞延收入  199,166  216,985 

本年所得稅負債  292,522  296,449 

擬派股息  121  121 

流動負債總額  569,901  695,013 

負債總額  1,014,962  1,123,453 
     
權益及負債總額  8,536,733  8,662,812 

     

流動資產淨額  1,337,022  1,838,91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966,832  7,967,799 

 

附註一至附註七屬本綜合財務報表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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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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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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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強制規定首次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包括下列各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一號（修訂）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九號（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二十七號 

（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二十八號 

（二零一一年）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七號（修訂） 披露–抵銷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一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二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三號 公允價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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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乙)   本集團尚未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下列各項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經已頒布，惟並非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

效，本集團亦沒有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二號（修訂） 金融工具：呈列–抵銷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 1

 

 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六號（修訂）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九號（修訂） 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衍生工具之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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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香港財 

報告準則第十二號及香港會計準 

則第二十七號（修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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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號之修訂  

– 投資實體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二十一號 
徵費

1 

 
 

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於本集團 
2   
於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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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 經常性（附註） 1,446,195 1,717,922 

 - 非經常性 4,368 15,600 

 出售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17,818 17,818 

 其他收入 30,250 28,205 

   1,498,631  1,77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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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須待印

度法院作出最終決定。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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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收入為 50,345,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311,233,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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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根據衡量為廣播及電訊行業提供衛星通訊系統、營運和維修業務之除稅後溢

利以評估其表現。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本集團出售其於從事提供寬頻接入服務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SpeedCast Holdings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的全部權益，收益為 119,221,000 港元。此項目於截

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被歸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詳情請參閱附註四。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完成出售其於從事提供直接到戶衛星電視服務之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有關投資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出全數減值，本集團在二零一二年內無須再攤佔進一步

虧損。此項目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被歸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詳情請參

閱附註四。 

 

分類間之銷售按公平原則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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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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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負債的分配乃按經營分類為基準。 

 

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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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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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603 - - 1,199,603 
 銷售予關連人士 268,778 - - 268,778 
 其他收入 30,250 - - 30,250 
  ──────── ─────── ─────── ──────── 

 總額 1,498,631 - - 1,498,631 
  ════════ ═══════ ═══════ ════════ 

  
    

 經營溢利／除所得稅前

溢利 897,747 - - 897,747 
 所得稅開支 (150,227) - - (150,227) 
  ──────── ─────── ─────── ──────── 

 年內溢利 747,520 - - 747,520 
  ════════ ═══════ ═══════ ════════ 

      
 折舊 437,024 - - 437,024 
  ════════ ═══════ ═══════ ════════ 

      
 利息收入 24,188 - - 24,188 
  ════════ ═══════ ═══════ ════════ 

      
 資本支出 977,355 - - 977,355 
  ════════ ═══════ ═══════ ════════ 

      
 資產總額 8,536,733 - - 8,536,733 
  ════════ ═══════ ═══════ ════════ 

      
 負債總額 1,014,962 - - 1,014,96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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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銷售額及分類資料（續） 

 

(乙) 分類資料：（續） 

 

二零一二年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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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758 182,010 - 1,626,768 
 銷售予關連人士 229,931 - - 229,931 
 分類內銷售額 76,651 583 (77,234) - 
 其他收入 28,205 - - 28,205 
  ──────── ─────── ─────── ──────── 

 總額 1,779,545 182,593 (77,234) 1,884,904 
  ════════ ═══════ ═══════ ════════ 

      
 經營溢利 1,215,010 15,030 - 1,230,040 
 財務開支 (3,654) (4) - (3,658)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19,221 - 119,221 
  ──────── ───────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1,211,356 134,247 - 1,345,603 
 所得稅開支 (431,231) - - (431,231) 
  

──────── ─────── ─────── ──────── 

 年內溢利 780,125 134,247 - 914,372 
  ════════ ═══════ ═══════ ════════ 

      
 折舊 345,459 9,811 - 355,270 
  ════════ ═══════ ═══════ ════════ 

      
 利息收入 28,700 1 - 28,701 
  ════════ ═══════ ═══════ ════════ 

      
 資本支出 1,742,770 - - 1,742,770 
  ════════ ═══════ ═══════ ════════ 

      
 資產總額 8,662,812 - - 8,662,812 
  ════════ ═══════ ═══════ ════════ 

      
 負債總額 1,123,453 - - 1,123,453 
  ════════ ═══════ ═══════ ════════ 

 

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銷售額，

香港及大中華地區客戶分別為 254,800,000 港元（二零一二年： 508,048,000 港元）及

298,568,000 港元（二零一二年：258,623,000 港元），而來自其他國家客戶的銷售總額為

945,263,000 港元（二零一二年：1,012,87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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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銷售額及分類資料（續） 

 

(乙) 分類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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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截至二零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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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284,000 港元（二

零一二年：405,5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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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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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利息收入 24,188  28,70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428  155 
 其他 2,351  - 

 其他收益 – 淨額 26,967  28,855 

     
 薪金及其他福利，包括董事酬金 110,261  117,457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9,131  9,278 

 退休金成本 – 定額供款計劃 8,403  7,632 

 員工總支出 127,795  134,367 

     
 核數師酬金 1,375  1,438 

 貿易應收賬項減值（回撥）／撥備   (10,879)  1,445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437,024  345,459 

 營業租約                                

 - 辦公室物業 11,355  8,599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583  583 

 匯兌收益淨額 

市場推廣開支 

衛星營運 

(24,626) 
9,039 
6,398  

(1,849) 
9,378 
7,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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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出售下列於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有

關業績於對上年度之綜合全面收益表被呈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本集團以現金代價 32,240,000 美元（或約 251,479,000 港元），向獨

立第三方出售其於從事提供寬頻接入服務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SpeedCast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

公司的全部權益，收益為 119,221,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本集團完成出售其於共同控制實體 DISH-HD Asia Satellite Limited及其

提供直接到戶衛星電視服務之附屬公司權益予獨立第三方。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已於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作出全數減值。於二零一二年，由於所攤佔累計虧損已超過本集團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

益，而本集團沒有責任為進一步虧損提供資金，因此本集團沒有就 DISH-HD Asia Satellite Limited作

出任何額外應佔虧損。此出售沒有產生任何收益或虧損。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 

 

已終止經營業務（寬頻接入服務及直接到戶衛星電視服務）之合併業績列載如下：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銷售額   182,593 
 服務成本   (122,256) 
    ──────── 
 毛利   60,337 
 行政開支   (45,281) 
 其他虧損 – 淨額   (26) 
    ──────── 

 經營溢利   15,030 
 財務開支   (4) 
    ──────── 
 除稅前溢利   15,026 
 所得稅開支   - 
    ──────── 
 除稅後溢利   15,026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19,221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 

年內溢利   134,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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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續） 

 

出售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之主要類別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資產淨值及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收益    
 物業、機器及設備  47,936 
 存貨  7,40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40,652 
 現金及銀行結餘  58,680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支出  (36,808)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24,284) 
   ──────── 

   93,583 
 商譽  38,675 
   ──────── 

 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資產淨值  132,258 
 現金代價  251,479 
   ──────── 

 出售所得收益  119,221 
   ════════ 

    
    
    
 

有關出售之總代價，於年內全數以現金支付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有關出售集團之現金流量分析如下：   
    
 現金代價  251,479 
 現金及銀行結餘  (58,680) 
   ──────── 

 包括於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流入淨額  192,799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來自營業活動之現金淨額  23,812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8,174) 
 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4) 
   ──────── 

 現金流量淨額  5,6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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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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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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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7%至 42.23%）。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26,297  9,880 

     - 海外稅項 87,542  356,028 

 本年稅項總額 113,839  365,908 

     
 遞延所得稅 36,388  65,323 

     
 所得稅開支 150,227  4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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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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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記錄一項

68,000,000 港元撥備（二零一二年：412,000,000 港元），而根據目前所得之過往資料反映該撥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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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海外稅項撥備中，包括一筆過去所作撥備之 73,000,000港元

回撥，與本集團的預扣稅責任有關，惟管理層考慮到此等負債之變現可能性很低，因此作出回撥。本

年內並沒有錄得類似的回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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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稅率而計算之理論稅額之

差額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 897,747  1,211,356 

     
 按 16.5%稅率計算之稅項（二零一二年：16.5%） 148,128  199,874 

 毋須就稅項評稅的收益之所得稅務影響 (125,509)  (164,527) 

 不能就稅項扣除的支出之稅務影響 40,071  39,877 

 香港與海外地區之利得稅稅率差異之影響 87,537  356,007 

 稅項開支 150,227  431,231 

  
 本集團之有效稅率為 16.7 %（二零一二年：35.6 %）。 

 

有效稅率下降主要因為印度所得稅法（經二零一二年五月實施的財政法案修訂，而且具有追溯效力）

於二零一二年獲通過後，須在二零一二年為此作出一次性及追溯過往年度之印度預扣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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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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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747,640 914,491 

減：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 134,247 

 ─────── ─────── 

持續經營業務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溢利 747,640 780,244 
 ═══════ ═══════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0,929 391,128 
 ═══════ ═══════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 持續經營業務  1.91 2.00 
 - 已終止經營業務  - 0.34 

  ─────── ─────── 

  1.91 2.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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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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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747,640 914,491 

減：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 134,247 

 ─────── ─────── 

持續經營業務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溢利 747,640 780,244 
 ═══════ ═══════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0,929 391,128 
 獎勵股份之影響（千股） 522 682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1,451 391,810 
  ═══════ ═══════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元）   
 - 持續經營業務  1.91 1.99 
 - 已終止經營業務  - 0.34 
  ─────── ─────── 

  1.91 2.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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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股息 

 

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支付之股息分別為 749,997,000 港元（每股 1.92 港元）及 46,926,000 港元

（每股 0.12 港元）。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為每股 0.80 港元（二零一二年：每股 0.80 港元）及特別

股息每股 1.50港元（二零一二年：每股 1.00 港元），金額合共為每股 2.30港元（二零一二年：每股

1.80 港元）。此項股息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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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付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 0.12港元                     

 （二零一二年：每股普通股 0.12港元） 

 
46,943 

  
46,943 

建議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 0.80 港元                           

（二零一二年：每股普通股 0.80 港元） 312,956  312,956 

建議特別股息 －每股普通股 1.50 港元   

（二零一二年：每股普通股 1.00 港元） 586,794  391,196 

 946,693  751,095 

 

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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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業績報告刊於亞洲衛星網站www.asiasat.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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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該公司的四枚衛星，包括

亞洲三號 S 衛星 (東經 105.5 度)、亞洲四號衛星 (東經 122 度)、亞洲五號衛星 (東經 100.5 度)及亞洲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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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多條數碼電視及電台頻道，

提供接入至七億一千萬戶電視家庭；並為電訊營運商及使用者提供語音網路、私人專用網絡及寬頻多媒體

傳送等服務。亞洲衛星的兩枚新衛星－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計劃於 2014 年上半年發射升空。

此外，亞洲衛星已訂購亞洲九號衛星，預計於 2017 年進行發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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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siasa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