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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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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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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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報告 

 

董事局欣然宣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報告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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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額 四 693,564  767,383 

服務成本  (286,456)  (252,173) 

毛利  407,108  515,210 

行政開支  (74,132)  (46,784) 

其他收益–淨額  21,612  11,403 

經營溢利 五 354,588  479,829 

財務開支 六 (2,493)  - 

除所得稅前溢利  352,095  479,829 

所得稅開支 七 (68,740)  (79,210)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283,355  400,619 

     

期內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如下：     

- 本公司擁有人  283,414  400,678 

- 非控股權益  (59)  (59) 

  283,355  400,619 

     

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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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  1.03 

     

每股攤薄盈利 八 0.72  1.02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股息 九 70,415  46,943 

     

附註一至附註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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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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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2  19,534 

物業、機器及設備  6,803,225  6,604,655 

未開賬單應收賬項  6,666  3,005 

按金 十 2,616  2,616 

非流動資產總額  6,831,749  6,629,810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十 364,291  405,813 

現金及銀行結餘  3,405,646  1,501,110 

流動資產總額  3,769,937  1,906,923 

資產總額  10,601,686  8,53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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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9,505  7,456,691 

  - 其他儲備  20,116  25,059 

  6,898,741  7,520,870 
非控股權益  842  901 

權益總額  6,899,583  7,521,771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十一 1,681,540  - 

遞延所得稅負債  389,579  389,307 

遞延收入  46,825  54,377 

預先收取之其他款項  1,377  1,377 

非流動負債總額  2,119,321  445,061 

     

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十一 101,891  - 

應付建造費用  6,880  12,882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支出  63,119  65,210 

遞延收入  178,021  199,166 

本期所得稅負債  333,000  292,522 

擬派股息  899,871  121 

流動負債總額  1,582,782  569,901 

負債總額  3,702,103  1,014,962 
     

權益及負債總額  10,601,686  8,536,733 
     

流動資產淨額  2,187,155  1,337,022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9,018,904  7,966,832 
   

附註一至附註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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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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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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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之截至二零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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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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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無於本中期期間首次生效之準則之修訂或詮釋預期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 

 

 下列各項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經已頒布，惟並非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開始
之財政年度生效，亦沒有提早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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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2
 

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九號（修訂） 定額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一號（修訂） 收購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四號 監管遞延賬目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的改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三年的改進 1
 

 

1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於本集團 
2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於本集團 
3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於本集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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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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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 經常性 658,610 742,031 

  - 非經常性 1,248 1,248 

  出售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15,697 8,909 

  其他收入 18,009 15,195 

   ──────── ──────── 

   693,564 767,3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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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根據衡量此等業務分類之除稅後溢

利以評估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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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只有一項業務分類，即為廣播及電訊行業提供衛星通訊系統、營運和維

修服務。因此，本報告並沒有呈列業務分類之分析。 

 

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截至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大中華地區

（包括中國及香港）客戶的銷售額為 248,533,000 港元（截至二零一三年六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288,525,000 港元），而來自其他國家客戶的銷售總額為

445,031,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78,8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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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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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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21,426 11,403 

出售除轉發器外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186 - 

 ─────── ─────── 

其他收益  - 淨額 21,612 11,403 

 ═══════ ═══════ 

   

薪金及其他福利，包括董事酬金 59,257 51,679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5,632 4,648 

退休金成本 – 定額供款計劃 4,543 4,049 

 ─────── ─────── 

員工總支出 69,432 60,376 

 ═══════ ═══════ 

   

核數師酬金 723 758 

貿易應收賬項減值撥備／（回撥）- 淨額 2,395 (1,503)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233,697 203,329 

營業租約                                

- 物業 4,549 4,304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92 292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765 (8,917) 

 ─────── ─────── 
 

六. 財務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借貸所產生的利息開支 17,814 - 

減：合資格資產利息資本化金額 (15,321) - 

 ─────── ─────── 

總額 2,493 - 

 ═══════ ═══════ 

   

   
 

二零一四年釐定利息資本化數額所採用之利率為 3.52%（二零一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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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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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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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 : 7% 至 43.2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25,643 29,149 

- 海外稅項 42,825 42,551 

 ─────── ─────── 

本期稅項總額 68,468 71,700 

   

遞延所得稅 272 7,510 

 ─────── ─────── 

所得稅開支 68,740 79,2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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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記錄一項 34,000,000 港元撥備（二零一三年：33,000,000 港元），而根據目

前所得之過往資料反映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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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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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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83,414 400,678 
 ═══════ ═══════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0,711 390,889 
 ═══════ ═══════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0.73 1.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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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83,414 400,678 

 ═══════ ═══════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0,711 390,889 

未歸屬獎勵股份之影響（千股） 587 845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1,298 391,734 
 ═══════ ═══════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元） 0.72 1.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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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九.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每股 0.18 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0.12港元） 70,415 46,943 

 ═══════ ═══════ 
   

     董事局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0.18 港元（二零一三

年：每股 0.12 港元）。股息將於或約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四日派發予二零一四年

十月八日名列股東名冊上之股東。中期股息之金額合共為 70,415,000港元（二零一

三年：46,943,000 港元），並未於本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確認為負債。股息將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擁有人權益中確認為保留盈餘分派。 
 
十.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項 267,349 237,225 
關連人士貿易應收賬項 106,141 170,337 
減：貿易應收賬項減值撥備 (32,269) (30,022) 

 ─────── ─────── 

貿易應收賬項淨額 341,221 377,540 
其他應收賬項  12,561 8,169 
按金及預付款項 13,125 22,720 

 ─────── ─────── 

 366,907 408,429 
減非流動部分：按金 (2,616) (2,616) 
 ─────── ─────── 

流動部分 364,291 405,813 
 ═══════ ═══════ 
   

 本集團一般會按照協議向貿易客戶按季徵收上期款項。貿易應收賬項淨額之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尚未到期 201,543 195,441 
一至三十天 41,910 54,054 
三十一至六十天 15,900 17,774 
六十一至九十天 31,705 22,147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29,823 43,752 
一百八十一天或以上 20,340 44,372 
 ─────── ─────── 

 341,221 377,5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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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十一. 銀行借貸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 101,891 - 

 非流動 1,681,540 - 

  ──────── ──────── 

  1,783,431 - 

  ════════ ════════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已動用的銀行借貸融資額約為

1,848,548,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無）。經扣除有關交易成本約 65,117,000 港元

後，銀行借貸之賬面值約為 1,783,431,000港元。 

 

銀行借貸以美元為單位，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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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面年利率為 2.65% （二零一三年：無）。本集團銀行借貸之有效

利率為 3.52% （二零一三年：無）。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償還之銀行借貸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101,891 - 

 二至五年內 827,789 - 

 五年後 853,751 - 

  ──────── ──────── 

  1,783,431 - 

  ════════ ════════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為 17,814,000 港元

（二零一三年：無），其中 15,321,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無）之利息予以資本

化，列作期內作為物業、機器及設備成本。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動用之固定息率銀行貸款融資額約為

846,09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695,090,000港元），未被提

取之融資額將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五日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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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十二.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為管理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而設立

之信託，於聯交所以每股 32 港元之平均價購入總共 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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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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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十三.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和程序。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原則強調一個優

秀的董事局、健全的內部監控系統，以及對所有股東具透明度及問責度。於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段期間內，本公司已採納有關原則，以

及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

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之全部守則條文及建議最佳守則（如適

用），惟下述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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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非執行

董事羅寧先生及 John F. CONNELLY 先生因其他公務及個人事務而未能出席於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羅先生之替任董事莊志陽

先生代替其出席二零一四年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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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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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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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與本公司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

一同審閱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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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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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十五. 資產抵押 

  

 除附註十一所披露者外，本集團資產並無作抵押。 

 

十六. 其他 

  

 除本公告所披露之資料外，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刊載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內資料有任何重大轉變。 

 

十七.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三日至八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為確保可享有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

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一併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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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將於或約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四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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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亞洲衛星於二零一四年邁進過渡期。我們於四月以亞洲七號衛星取代了亞洲三號 S 衛

星，提供更強大的功率及更廣闊的覆蓋範圍。八月份，我們發射了亞洲八號衛星為南亞

市場提供服務，到八月底我們將會發射亞洲六號衛星主要服務中國市場。 

 

正如我們於七月十六日發出之盈利警告所指出，亞洲衛星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之盈利能

力較去年為低。溢利下降與詳情於下文論述的多個因素有關，包括營業額下降、亞洲七

號衛星的折舊增加，以及營運開支上升。 

 

此等因素有些將影響我們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之業績，而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

於下半年開始計算折舊，將會對我們的溢利構成額外壓力。然而，亞洲六號衛星、亞洲

七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所增加的容量及市場覆蓋範圍，將使公司穩踞有利位置，於二

零一五年開始緊握市場增長商機。 

 

 

中期業績 

 

營業額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之營業額為 694,0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767,000,000 港元），比

較去年同期減少了 10 %。營業額下降主要由於二零一三年七月與一名主要客戶的協議，

導致合約期限大幅延長，以及有數項合約因為美軍在中東地區的軍事活動減少而終止。 

 

手頭合約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手頭合約之價值為 4,236,0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3,820,000,000 港元）。新增之合約大部分來自與一名於印尼提供直接到戶電視服務

的客戶所簽訂之合約。 

 

經營開支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不包括折舊之經營開支為 127,0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

96,000,000 港元）。開支增加主要來自人民幣貶值及印度盧比升值（應付印度稅項以印

度盧比計價）而產生匯兌虧損 6,000,000 港元，而對上中期期間則有 9,000,000 港元的匯

兌收益。扣除匯率因素之影響，經營開支增加約 16,000,000 港元，主要由於二零一四年

員工成本上升，相對二零一三年則有花紅撥備作出回撥。 

 

財務開支 

 

二零一四年三月來自美國進出口銀行貸款所產生之財務開支為 18,000,000 港元，其中

15,000,000 港元予以資本化，列作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之成本一部分（二零一

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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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之折舊為 234,0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203,000,000 港元），上

升了 31,000,000港元，原因為亞洲七號衛星作出足六個月的折舊撥備。 

 

溢利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之股東應佔溢利為 283,0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401,000,000 港

元），溢利減少基於前述原因所致。 

 

現金流量 

 

亞洲衛星之現金流量受到與建造新衛星相關資本支出之時間和融資所嚴重影響。二零一

四年首六個月，本集團之淨現金流入為 1,905,0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9,000,000 港

元），當中已包括來自美國進出口銀行之貸款所得 1,780,0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

無），並扣除 423,0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584,000,000 港元）之資本支出。於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 3,406,0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501,000,000港元）。 

 

股息 

 

董事局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0.18 港元（二零一三年：每股 0.12 港元），較二零一三年

有所增加，藉以使中期和末期股息取得較佳的平衡。中期股息將於或約於二零一四年十

一月四日派發予二零一四年十月八日登記在股東名冊上之股東。公司股份將於二零一四

年十月三日至八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衛星 

 

亞洲衛星現有的在軌衛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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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服務。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我們

為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之發射工作做好準備，並開始建造亞洲九號衛星。 

 

亞洲三號 S 衛星於二零一四年四月被亞洲七號衛星替代後，現時定位於東經 120 度之軌

道位置，直至亞洲六號衛星發射。待該衛星發射後，亞洲三號 S 衛星將處於傾斜軌道情

況下作不同用途，為客戶提供臨時服務，從而為集團帶來額外短期收入。 

 

亞洲五號衛星被認許為體育盛事之首選傳送平台，例如索契冬季奧運會，以及最近的巴

西二零一四年世界盃。除了世界盃全部六十四場賽事的全高清（HDTV）轉播外，我們

更為亞洲各地球迷帶來首次以 4K 格式或超高清電視（UHDTV）現場直播這項球壇盛

事。 

 

憑藉我們在業界享有的超卓聲譽，致力提供可靠及優質的服務，亞洲五號衛星於二零一

四年上半年亦吸引多名客戶。這些新客戶包括： 

 

 beIN SPORTS 高清電視頻道提供一系列體育內容，包括意甲聯賽、法甲聯賽及 ATP 

250系列網球世界巡迴賽等世界級體育賽事。  

 VIVA+為印尼全新的直接到戶電視服務。 

 ARQIVA LIMITED 以 C 波段轉發器容量向亞洲和澳洲地區播送多項精英體育競賽，

包括足球、板球、排球和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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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七號衛星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取代亞洲三號 S 衛星後，現時於東經 105.5 度之軌道位

置提供服務。亞洲七號衛星於期內獲得巴基斯坦普什圖語娛樂頻道 Pashto 1 作為新客

戶。Pashto 1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中東以及亞太其他地區提供普什圖語電視服務，有助

擴展我們以本地語言廣播的電視節目陣容。 

 

經過數度發射延誤次進度受阻後，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被重新安排於二零一四

年八月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卡納維爾角空軍基地進行發射。亞洲八號衛星於八月五日已成

功發射升空，現正進行在軌測試工作，隨後將移至其最終的軌道位置。亞洲八號衛星將

與亞洲七號衛星共同定位於東經 105.5 度，提供新增的 Ku 波段轉發器容量。亞洲八號衛

星專為服務南亞、中東及東南亞地區而設計。在這些市場，亞洲八號衛星面對不斷湧現

之商機，能夠滿足直接到戶電視服務、遙距教育、遙距醫療和診斷、機艙互聯網連接、

高速鐵路寬頻接入、3G/4G之回程通訊服務及海事通訊等對衛星容量的需求。 

 

我們期待著亞洲六號衛星於本月底進行發射。亞洲六號衛星將於東經 120 度的新軌道位

置增加額外的 C 波段轉發器容量。正如較早前公布，亞洲六號衛星定位於此新軌道位

置，是根據一項與泰國 Thaicom（Thaicom Public Company Limited）公司之合作安排。

亞洲六號衛星將主要用於應付中國市場不斷上升之需求。 

 

亞洲九號衛星之建造工程按計劃進行，將於二零一六年年底或二零一七年年初進行發

射。此衛星將用於取代定位於東經 122 度之亞洲四號衛星，為現有客戶繼續提供服務。

此衛星額外的 Ku 波段轉發器容量，使我們可以服務中國、澳洲、蒙古和印尼等新興市

場。 

 

我們近期的衛星置換計劃一直奉行沿用已久的提前發射策略，假使發射出現失誤，亦容

許有另一次機會進行發射。亞洲七號衛星提早於亞洲三號 S 衛星壽命完結前兩年發射，

確保一旦出現失誤，我們現有客戶的業務得以延續下去，而公司的收入亦獲得保障。亞

洲九號衛星同樣採用此策略，於亞洲四號衛星的預期壽命結束前兩年半將其取代。在此

兩個案中，我們可以利用衛星剩餘之兩至三年壽命帶來更多收入。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已出租或出售之轉發器數目為 101 個，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則有 97個。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整體使用率為 76%，而二零一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74%。  

 

 

市場回顧 

 

我們的業務遍佈亞洲各地，覆蓋地理位置幅員廣闊，且涉及眾多的政府、監管機構及地

緣政治環境。在亞洲市場營運為我們帶來不同的挑戰與機遇： 

 

監管角度 

 

亞洲各國政府均制訂規例，為衛星服務帶來新商機。舉例說，印度、泰國及菲律賓等國

家的監管機構推行數碼地面電視計劃，將電視行業數碼化。現有的直接到戶電視平台需

要更多容量引以入新服務，例如互動電視及高清電視，藉此保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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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亞洲之直接到戶電視服務不斷增長，因為區內若干國家的政府批出新牌照，讓付

費電視客戶享有更廣泛的服務。此等新直接到戶電視牌照於多個國家包括巴基斯坦、緬

甸、斯里蘭卡、孟加拉及印尼等帶來額外的衛星容量需求。 

 

此等發展趨勢推動對衛星容量之需求日增，為亞洲衛星締造業務增長之機會。 

  

技術角度 

 

隨著越來越多先進的壓縮技術面世，例如 MPEG-4 及更高調制 DVB-S2，降低了標清電

視（SDTV）和高清電視頻道對頻寬的需求。這方面技術提升可降低市場上新節目供應商

之入門成本，從而可發掘更多不同類型的潛在客戶對衛星服務的需求。此外，現有的節

目和平台供應商察覺到推出新標清電視和高清電視頻道服務的成本降低，讓他們能以更

經濟價錢擴大服務內容。現有客戶及新投資者均尋求衛星容量以迎合業務發展需要，此

舉將為亞洲衛星開創潛在的新市場商機。 

 

我們亦密切注視廣播科技的下一波發展，例如 4K或超高清電視，其解像度為現有高清電

視之四倍。雖然我們大部分客戶仍是使用標清，我們相信 4K最終將會廣受採納。4K或

超高清傳送比較標清或高清電視所需要的頻寬高出很多，因而需要更多衛星容量。在最

近一項業界活動上，我們參與這方面的技術示範，介紹如何利用衛星播送 4K內容。 

 

另一項衛星 IP 科技讓用戶可以使用多種個人裝置，例如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收看電視節

目。我們現正繼續探討在透過衛星 IP 及其他技術擴大內容傳送方面，亞洲衛星所能夠扮

演的角色。 

 

光纖仍然是一些衛星服務的潛在威脅，因為我們營運所在市場的政府致力透過敷設全國

性光纖網絡及跨越海洋的光纖網絡連接，藉此改善基建發展。此趨勢過去已經持續了數

年，且減低了我們在傳統電訊點對點服務方面的參與。雖然如此，衛星無遠弗屆的覆蓋

範圍及點對多點的傳送能力，相對光纖在廣播類型通訊方面仍具備獨有的優勢。 

 

市場需求角度 

 

來自地面及付費電視營運商對內容的需求持續上升，以突顯其服務優勢。亞洲地區的電

視頻道數目與日俱增，提供更多類型的節目內容、更多使用當地語言播送，以及更高解

像度以提供更佳的觀賞質素，將會推動節目內容發展。亞洲衛星得享有利的位置，為該

等電視頻道傳送新服務提供所需的容量。 

 

某些市場和國家的電訊、流動和寬頻網絡仍有待開發，對連接服務之需求亦非常殷切。

由於衛星可以覆蓋偏遠地區和島嶼，在此等市場獲得廣泛採用，特別是回程通訊及甚小

口徑終端機服務。 

 



   

  16 

 

其他我們致力滿足的市場需求來源包括機艙及海事通訊所需的新增容量。此外，電訊公

司升級至 3G和 4G 網絡，亦需要更多頻寬以提供更佳的連接能力和覆蓋全國更多偏遠地

方。同樣地，亞洲衛星已打好紮實的根基，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頻寬需求。 

 

 

展望  

 

於二零一三年年報中，我們意識到二零一四年將會是本公司過渡性的一年。亞洲七號衛

星置換了亞洲三號 S 衛星，以及我們衛星隊伍新加入的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

將為本集團帶來更強大的衛星功率，更廣闊的覆蓋範圍及更多的容量。對我們於二零一

四年上半年業績構成負面影響之因素，有些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將持續下去。與此同

時，我們相信今年所採取各樣行動所累積之成效，已經會為本集團打穩根基，迎接未來

的增長。 

 

長遠而言，亞洲九號衛星將於二零一六年年底或二零一七年年初發射，用以替代亞洲四

號衛星，提供更佳的性能表現及新增容量，使公司的實力更加強大，迎合亞洲各地對衛

星容量不斷增長之需求。 

 

憑藉我們正在不斷擴充的衛星隊伍，強大的公司團隊，加上我們在提供可靠服務方面建

立良好聲譽，亞洲衛星已做好最佳的準備掌握新商機。 

 

 

致謝 

 

今年上半年公司業務繁忙，我們積極籌備發射兩枚衛星及採購一枚新衛星，以及在瞬息

萬變和競爭激烈的環境參與更多業務收購活動。本人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各位客戶對本

公司之信賴，同時對管理層及全體員工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竭盡所能做好工作，表達謝

意。我亦希望在此多謝董事局同仁一直以來之參與指導和寶貴意見。 

 

 

 

 

 

主席 

Sherwood P. DODGE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包括十一名董事。執行董事為魏義軍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Sherwood P. DODGE先生
（主席）、居偉民先生（副主席）、羅寧先生、翟克信先生、John F. CONNELLY 先生及顧寶芳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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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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