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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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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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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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額 二 1,718,251  1,456,222 

服務成本  (481,898)  (499,581) 

毛利  1,236,353  956,641 

行政開支  (237,884)  (156,085) 

其他收益 – 淨額  46,538  26,622 

經營溢利 三 1,045,007  827,178 

財務成本  (7,089)  (10,21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 四 (82,678)  (41,580) 

向共同控制實體貸款之減值虧損撥備 四 (22,816)  - 

除所得稅前溢利  932,424  775,379 

所得稅開支 五 (109,856)  (80,910)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822,568  694,469 

     

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如下：     

本公司擁有人  822,685  694,590 

非控股權益  (117)  (121) 

  822,568  69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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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2.11  1.78 

 

每股攤薄盈利 

 

六 

 

2.10 

  

1.78 

股息 七 
 

31,296 

  

207,333  

 
附註一至附註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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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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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00  21,283 

物業、機器及設備  4,726,467  4,030,123 

無形資產  38,675  38,675 

未開賬單應收賬項  96,606  119,944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四 -  114,327 

支付予稅務當局之款項  37,704  221,202 

非流動資產總額  4,920,152  4,545,554 

     

流動資產     

存貨  5,369  4,43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八 368,618  229,16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266,484  2,286,164 

  2,640,471  2,519,756 

持有作出售資產 四 -  - 

流動資產總額  2,640,471  2,519,756 

資產總額  7,560,623  7,06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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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4,346  5,812,466 

- 建議末期股息  -  176,038 

- 其他儲備  32,260  15,632 

  6,675,726  6,043,256 

非控股權益  1,140  1,257 

權益總額  6,676,866  6,044,513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87,596  255,718 

遞延收入  90,011  107,828 

預先收取之其他款項  37,264  159,052 

其他應付賬項  2,150  2,106 

非流動負債總額  417,021  524,704 

     

流動負債     

應付建造費用  36,064  5,930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支出  100,506  95,899 

遞延收入  232,927  281,766 

融資租約承擔  -  7 

本年所得稅負債  97,118  112,370 

擬派股息  121  121 

流動負債總額  466,736  496,093 

負債總額  883,757  1,020,797 

     

權益及負債總額  7,560,623  7,065,310 

     

流動資產淨額  2,173,735  2,023,663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093,887  6,569,217 

 

附註一至附註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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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採納新訂及修訂之準則 

 

 下列各項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乃強制規定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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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二十四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二號（修訂） 配股的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修訂） 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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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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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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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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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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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編製基準（續）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乙) 仍未生效而本集團亦無提早採納的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和詮釋 

 
下列各項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經已頒布，惟並非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

政年度生效，亦沒有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一號（修訂）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2
 

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二號（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1 

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九號            

 （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二十七號            

（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二十八號            

（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2
 

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二號（修訂） 呈列－抵銷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二十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一號（修訂）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七號（修訂）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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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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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綜合財務報表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一號 共同安排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二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三號 公允價值計量 2 

 
1 於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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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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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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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 經常性  1,439,016 1,221,833  

      - 非經常性  780 321  

 出售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17,818 17,818  

 提供寬頻接入服務及出售設備之收入  239,199 206,072  

 其他收入  21,438 10,178  

   1,718,251 1,45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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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須予呈報的分類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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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401 239,199 - - 1,472,600 

銷售予關連人士 224,213 - - - 224,213 

分類內銷售額 100,594 808 - (101,402) - 

其他收入 21,438 - - - 21,438 

總額 1,579,646 240,007 - (101,402) 1,718,251 

      

經營溢利 1,018,578 26,429 - - 1,045,007 

財務成本 (7,083) (6) - - (7,08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 

之虧損 

 

- 

 

- 

 

(82,678) 

 

- 

 

(82,678) 

向共同控制實體貸款之

減值虧損撥備 

 

- 

 

- 

 

(22,816) 

 

- 

 

(22,816)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011,495 26,423 (105,494) - 932,424 

所得稅開支 (109,856) - - - (109,856) 

年內溢利/(虧損) 901,639 26,423 (105,494) - 822,568 

      

      

      

折舊 332,971 11,610 - - 344,581 

      

利息收入 45,839 1 - - 45,840 

      

資產總額 7,453,303 122,498 - (15,178) 7,560,623 

      

資本支出 1,023,267 19,223 - - 1,042,490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 - - 

      

負債總額 854,995 43,940 - (15,178) 88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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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銷售額及分類資料（續） 

 

(乙) 分類資料（續）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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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794 206,072 - - 1,282,866 

銷售予關連人士 163,178 - - - 163,178 

分類內銷售額 77,865 808 - (78,673) - 

其他收入 10,178 - - - 10,178 

總額 1,328,015 206,880 - (78,673) 1,456,222 

      

經營溢利 804,253 22,925 - - 827,178 

財務成本 (10,208) (11) - - (10,21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 

之虧損 

 

- 

 

- 

 

(41,580) 

 

- 

 

(41,580)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794,045 22,914 (41,580) - 775,379 

所得稅開支 (80,910) - - - (80,910) 

年內溢利/(虧損) 713,135 22,914 (41,580) - 694,469 

      

      

      

折舊 332,834 10,262 - - 343,096 

      

利息收入 25,115 1 - - 25,116 

      

資產總額 6,864,224 99,716 114,327 (12,957) 7,065,310 

      

資本支出 530,076 19,682 - - 549,758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114,327 - 114,327 

      

負債總額 986,172 47,582 - (12,957) 1,02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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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銷售額及分類資料（續） 

 

(乙) 分類資料（續） 
 

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截至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及大中華地

區客戶的銷售額分別為 234,063,000 港元（二零一零年：241,768,000 港元）及

231,097,000港元（二零一零年：181,021,000港元），而來自其他國家客戶的銷售總

額為 1,253,091,000 港元（二零一零年：1,033,43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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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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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44,000港元（二零一零年：190,9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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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45,840  25,116 

 出售除轉發器外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698  585 

 其他 -  921 

 其他收益 – 淨額 46,538  26,622 

     

 薪金及其他福利，包括董事酬金 144,796  120,512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17,628  8,079 

 退休金成本 – 定額供款計劃 7,284  6,479 

 員工總支出 169,708  135,070 

     

 核數師酬金 1,650  1,430 

 貿易應收賬項撇銷 257  37 

 減值撥備／（回撥）        

 -  貿易應收賬項  37,340  (2,732) 

 -  其他應收賬項  -  243 

 -  存貨  98  - 

 折舊      

 -  物業、機器及設備  344,581  343,096 

 營業租約                               

 -  辦公室物業 10,873  9,977 

 -  物業、機器及設備  53  -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583  583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已售存貨成本 

市場推廣開支 

衛星營運 

2,119 

9,517 

11,279 

7,491 

 (2,397) 

19,417 

8,228 

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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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持有作出售資產 

 

本集團擁有共同控制實體 DISH-HD Asia Satellite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DISH-HD 

Asia Satellite」）的百分之五十權益，該公司提供高清直接到戶衛星電視服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上市股份，以成本計算  136,500 136,500 

 應佔虧損（附註(甲)） (136,500) (53,822) 

  ─────── ─────── 

  - 82,678 

 貸款予共同控制實體（附註(乙)） 22,816 31,649 

 減值支出（附註(乙)） (22,816) - 

  ─────── ─────── 

  - 114,327 

  ═══════ ═══════ 

附註： 

 

(甲)  年內，本集團在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持續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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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集團未有確認所多出的數額，並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將投資成本撇減至零。 

 

(乙)  股東貸款由本集團透過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以信貸形式提供。年內，本集團向共同

控制實體購買若干物業、機器及設備，代價為 36,889,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

無），支付方式為以同等金額的貸款予以抵銷。因此，股東貸款於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剩餘公允價值為 22,816,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31,649,000 港元），

按 3.3%利率（二零一零年：3.3%）貼現之現金流量為基礎計算。貼現利率相等於

美國十年期國庫券之平均孳息。 

 

本集團對股東貸款作出全數減值撥備，因為管理層認為共同控制實體可能沒有足夠

現金償還其負債。因此，減值支出22,81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無）已於本年綜

合全面收益表入賬。 

  

(丙)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一項股份轉讓協議，出售其

於 DISH-HD Asia Satellite 的百分之五十權益，代價為 1 美元。本公司董事局於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六日批准出售該項投資後，其賬面值被歸類為持有作出售資產。於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仍待若干監管機構作出批准，致此有關出售交易仍

未完成。管理層預期此交易將於結算日起計十二個月之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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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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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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3% (二零一零年：7%至 20%)。 

 

本集團現時與印度稅務當局有一宗稅務訴訟尚未解決，詳情列載於附註九。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56,407  33,437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246) 

     - 海外稅項 21,571  13,538 

 本年稅項總額 77,978  45,729 

     

 遞延所得稅    

      - 本年度 31,878  34,195 

      - 過往年度遞延稅項資產超額撥備  -  986 

 遞延稅項總額 31,878  35,181 

     

 所得稅開支 109,856  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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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 932,424  775,379 

     

 按 16.5%稅率計算之稅項（二零一零年：16.5%） 153,850  127,938 

 毋須就稅項評稅的收益之所得稅務影響 (136,174)  (110,818) 

 不能就稅項扣除的支出之稅務影響 61,765  47,595 

 附屬公司未予確認時差之稅務影響 (1,119)  (1,400) 

 共同控制實體稅項虧損未予確認之稅務影響 13,642  6,861 

 香港與海外地區之利得稅稅率差異之影響 21,567  13,534 

 動用附屬公司過往未予確認之稅項虧損 (3,675)  (2,54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淨額 -  (260) 

 稅項開支 109,856  80,910 

    

 本集團之有效稅率為 11.8 %（二零一零年：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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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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千元） 822,685  694,590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0,503  389,963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2.11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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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用於釐定每股攤薄盈利之溢利（港幣千元） 822,685  694,590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0,503  389,963 

 獎勵股份之影響（千股） 1,125  1,285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1,628  391,248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元） 2.10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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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股息 

 

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支付之股息分別為 206,843,000 港元（每股 0.53 港元）及

155,965,000 港元（每股 0.40港元）。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派發末期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付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 0.08港元                  

（二零一零年：每股普通股 0.08港元） 

 

31,296 

  

31,295 

建議末期股息 － 無                                                   

（二零一零年：每股普通股 0.45港元） -  

 

176,038 

 31,296  207,333 

 

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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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項 264,453  108,174 

關連人士貿易應收賬項 90,618  58,717 

減：貿易應收賬項減值撥備 (63,046)  (25,908) 

貿易應收賬項淨額 292,025  140,983 

其他應收賬項 40,030  60,475 

關連人士其他應收賬項 4,604  2,384 

按金及預付款項 31,959  25,561 

減：其他應收賬項減值撥備 -  (243) 

 368,618  22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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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賬項賬齡（扣除減值

撥備淨值）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十天 109,890  58,738 

三十一至六十天 38,616  21,341 

六十一至九十天 18,961  20,951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74,874  29,691 

一百八十一天或以上 49,684  10,262 

 292,025  140,983 

 
由於本集團之客戶數目眾多，且分佈於全球各地，在貿易應收賬項方面並無集中的信貸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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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或然負債 

 

本集團被印度稅務當局就提供轉發器容量予在印度運作業務或從印度賺取收益的本集團

客戶所支付的租金作出評稅。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印度稅務當局對由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直至二零零八

至二零零九年各課稅年度之評稅總額為 1,745,000,000 印度盧比或約 301,000,000 港元。

新德里高等法院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一年三月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二十日就有關各課稅年度發出有利於本集團的命令，裁定根據印度所得稅法的條文，本

集團由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直至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各課稅年度所賺取的收入毋須

於印度繳納稅款。除了稅項外，本集團亦被印度稅務當局指因為未有繳交預付稅款而計

算利息。本集團認為毋須繳付此等利息，此觀點得到高等法院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發出之命令所支持，指出不應向本集團未有繳交由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直至二零零五

至二零零六年各課稅年度之預付稅款而徵收利息。 

 

至於本集團過往支付予印度稅務當局有關由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直至二零零五至二零

零六年共九年之課稅年度的稅款及利息總額 1,260,000,000 印度盧比或約 221,000,000 港

元，在高等法院作出上述命令後，本集團已成功申索並於二零一一年六月收到該等款項

之退款連同退款之利息。此外，隨著所得稅上訴審裁處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就由二零零六

至二零零七年直至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兩個課稅年度發出有利的命令後，本公司於二

零一一年十一月獲批另一筆退稅款項。然而，印度稅務當局扣起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課

稅年度所評核之稅款總額共 254,000,000印度盧比或 38,000,000港元，上述課稅年度未有

納入高等法院的命令內。因此，本集團已向所得稅上訴審裁處提出上訴，反對二零零八

至二零零九課稅年度之評稅命令，並將於接獲所得稅上訴審裁處一項有利的裁決後，提

出要求退還稅款 254,000,000印度盧比。基於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以收回的假

設下，上述款項於資產中列作「支付予稅務當局之款項」。 

 

管理層預期印度稅務當局可能會對本集團於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後之各課稅年度繼續

作出評稅，直至印度最高法院對有關訴訟作出最後裁決為止。於二零一一年年底，印度

稅務當局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要求推翻高等法院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

一年三月十日就由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直至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六年共九年之課稅年度

所發出之命令。印度稅務當局的上訴申請已於二零一二年一月獲最高法院接納，預計最

後聆訊於二零一二年年中進行。此外，管理層估計印度稅務當局可能於二零一二年年中

就由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直至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各課稅年度向最高法院作出上

訴。而最高法院就印度稅務當局上訴的最後裁決，可能至二零一三年前亦無法獲知。基

於高等法院的命令，本集團認為有充分的理據繼續向印度法院成功爭辯毋須在印度繳納

稅項。 

 

緊接年底後，二零一二年印度聯盟財政預算案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提交予印度國

會。該聯盟財政預算案包括建議對所得稅法案作出若干具追溯性修訂之財務條例草案，

有待印度國會於二零一二年五月通過。倘若財務條例草案得到通過，可能對本集團現時

於印度法院進行的稅務訴訟帶來不利後果。管理層現正尋求律師及顧問的意見，以便評

估此具追溯性的新修訂可能獲得採納對本集團所帶來的潛在風險。於通過此等綜合財務

報表的日期，有關評估工作仍未完成，董事認為本集團所受到潛在財務影響（如有）之

不明朗性仍未能確定。 

 

基於高等法院命令的結果及印度稅務法例的潛在轉變於結算日後公布，正如過往年度本

集團之二零一一年綜合財務報表中並無就印度稅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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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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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以每股 16.67 港元

之平均價購入總共 60,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 0.1港元之普通股。有關購買涉及現金總額

為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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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內

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股份。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內亦

無贖回其任何股份。 
 

十一.  企業管治 

 

二零一一年內，本集團已經採納及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只有下列若干的偏離。 

 

企業管治守則規定薪酬委員會之大多數成員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然而，薪酬委員會由

三名成員組成，其中一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另外兩名為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主席

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出任。薪酬委員會的規模較少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可以讓成員進行開

放、坦誠及非常專注的討論。嚴格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將有至少五名薪酬委員會成員，換

言之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均需參與，才可以保持主要股東代表有均衡參與薪酬委員會之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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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包括五名成員，其中三名為符合獨立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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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十三.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

押。 

 

十四.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網址刊登詳細業績報告 

 

載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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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asiasat.com）刊

登。二零一一年年報將於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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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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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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年報內資料有任何重大轉變。 

 

除附註九所披露者外，年末後概無其他事件需要在綜合財務報表中作出調整或

披露。 

 

十六.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 

 

十七.  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的日期將按上市規則在適當時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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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業績再一年創紀錄新高 

 

本人很高興開始擔任亞洲衛星主席的第一年，向各位宣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創出歷來新高。繼對上年度締造破紀錄佳績後，今年再刷新紀錄實

屬難能可貴。 

 

於回顧期內的業務增長，主要由衛星容量之一般需求持續上升所帶動，讓我們的核心

轉 發 器 出 租 業 務 取 得 增 長 。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SpeedCast Holdings Limited

（「 SpeedCast」）業務亦表現強勁。 

 

亞洲區內大致良好的經濟形勢一直延續至下半年，使我們的客戶基礎在很大程度上保

持穩定。廣播、內容供應及電訊行業表現向好，而寬頻服務供應商及從事衛星新聞採

集之臨時客戶亦出現穩健的需求。 

 

全球不同地區所出現的經濟動盪局面，對我們大部分的亞洲客戶似乎沒有造成多大衝

擊。很多客戶於年內擴充業務，為最終用戶提供越來越多內容和服務。視像及電訊市

場於二零一一年湧現新服務，大部分由於容量需求上升，以應付增長迅速的直接到戶

（DTH） 市場及轉換至高清電視 （HDTV）的潮流趨勢，加上為新流動服務對內容傳

送容量的一般需求。 

 

年內一項重要大事為亞洲衛星於第八屆 Euroconsult 衛星管理大獎中，榮獲「年度區域

最佳衛星營運商」殊榮。 

 

該等奬項旨在表揚具出色表現的業界公司，評審團由世界性衛星研究顧問機構 

Euroconsult，以及 Satellite Finance 和 Space News 雜誌的專業人士組成，根據各企業的

收益、盈利及 EBITDA 增長、市場滲透率、創新應用、策略性決定及市場影響力等重

要表現作為評選準則。 

 

營業額 

 

二零一一年之營業額為 1,718,0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1,456,000,000 港元），與對

上年度比較增加了 262,000,000港元，升幅為 18%。營業額上升來自我們的核心業務續

有增長，以及獲得新客戶的多份重大合約所致。此外，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 SpeedCast

錄得收入達 239,0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206,000,000 港元），主要來自寬頻及海事

行業客戶的穩定需求。 

 

溢利  

 

二零一一年之股東應佔溢利為 823,0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695,000,000 港元），較

二零一零年上升了 18%。溢利增加主要因為收入增長強勁、利息收入增加，加上年內

審慎管理開支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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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開支 

 

於二零一一年，不包括折舊之經營開支上升至 375,0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

313,000,000 港元）。新增開支主要來自貿易應收賬項減值撥備淨額 37,000,000 港元，

以及增添人手及調整薪酬導致員工成本增加了 35,000,000 港元所致，不過獲退回之

12,000,000港元之中國大陸營業稅款有助抵銷了開支的增長。 

 

折舊 

 

二零一一年之折舊為 345,0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343,000,000 港元），與去年相

若。 

 

現金流量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出現淨現金流出 20,0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流入

802,000,000港元），當中已扣除 975,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602,000,000港元）之

資本支出，以及派發股息 207,0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156,000,000 港元）。於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為 2,266,000,000 港元（二零

一零年：2,286,000,000港元）。 

 

本集團繼續毫無負債。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任何末期股息。 

 

核心業務表現 

 

本公司衛星隊於二零一一年繼續向我們的客戶提供毫無間斷的服務，其無可比擬的廣

闊覆蓋範圍遍及超過五十個國家，服務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出租或出售之轉發器總數為 108 個（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7 個），整體使用率為 82%（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3%）。此數字包括六個出租予 DISH-HD Asia Satellite之香港廣播衛星服務（BSS）轉

發器。 

 

我們於回顧年內贏得總值 551,0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986,000,000 港元）之新合

約，而獲得續期之合約價值則為 607,0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864,000,000 港元）。

新簽訂和續期合約合計的總額為 1,158,0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1,850,000,000 港

元）。新簽訂和續期之合約總額減少，主要原因為新客戶傾向選擇較短合約年期及二

零一一年內較少重大合約續期所致。 

 

年內，亞洲衛星的核心轉發器出租業務及附屬公司 SpeedCast 均取得良好增長。除了

亞洲區內對視像及電視節目的需求持續外，我們向電訊服務供應商傳送內容供進行轉

發的業務繼續保持穩定的發展，主要受惠於流動傳送內容之需求上升。這方面增長來

自政府部門、海事服務及智能電話和其他手提裝置日益普及所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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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增長 
 

一項主要增長範疇為亞洲衛星所服務新興市場之電視服務發展。印度是一個突出例

子，分析員去年預測該國到二零一二年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直接到戶衛星服務市場。 
 

於二零一一年年底，據報印度擁有四千四百萬個直接到戶電視訂戶，預計到二零一四

年訂戶數目將可望達至六千九百萬個。 
 

亞洲衛星於印度向直接到戶營運商提供 Ku 波段轉發器容量，供傳送衛星電視服務之

用，同時提供 C 波段轉發器容量，向全國的收費電視及有線電視營運商發送電視內

容。 
 

規管條例逐步放寬容許更多業者進入印度直接到戶市場，亦創造了收費電視的業務商

機。  
 

亞洲七號衛星  
 

我們全新的亞洲七號衛星已於去年十一月在哈薩克斯坦之拜科努爾基地發射升空，並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初完成驗證其性能表現和完整性之在軌測試。 
 

根據我們一貫的置換政策，亞洲七號衛星較其必須取代亞洲三號 S 衛星的時間表提早

發射。此舉是為了減低發射風險，並且確保我們現有的亞洲三號 S 衛星客戶可以在二

零一四年年底該衛星的使用壽命結束前，能夠順利和清晰地轉移至亞洲七號衛星。亞

洲七號衛星亦可暫用作為我們提供擴展新市場業務的機會，直至其最終取代亞洲三號

S 衛星。我們的策略充份彰顯出亞洲衛星對卓越質素的堅定承諾，確保客戶服務之延

續性。 
 

亞洲六號及八號衛星建造中 

 

在亞洲衛星的持續發展歷程上，二零一一年內一項重要大事是向美國勞拉空間系統公

司（Space Systems/Loral）訂購建造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  

 

此兩枚新衛星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發射升空後，我們的衛星隊伍數目將會由四枚增至

六枚，使我們的實力得以大為提升，能夠提供更廣泛的服務，以回應亞太地區對優質

衛星容量日益增長的需求。 

 

去年十二月，亞洲衛星與以泰國為基地的衛星及電訊營運商 Thaicom Public Company 

Limited （「Thaicom」）簽訂合作協議，藉此增強公司的競爭地位。此項協議讓亞洲

衛星可以透過位於東經一百二十度軌道位置的亞洲六號衛星提供衛星服務，從而進軍

新市場及擴展我們的業務範圍。 

 

擴建香港大埔地面站 

 

我們位於香港大埔之亞洲衛星地面站擴建工程，預計將於二零一二年首季度末完成，

讓亞洲衛星可以向客戶提供更多不同的增值服務，並為本公司帶來未來增長機會。 

 

擴建項目包括興建用以安裝全新天線之額外基礎設施，使我們得以為廣播和電訊行業

客戶提供更廣泛的服務。  

 

經提升後的大埔設施將透過多項服務，包括設備托管、衛星訊號上行鏈路，以及為電

視服務供應商提供災難修復和播放能力的設施，藉此開拓新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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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Cast 

 

SpeedCast 業務增長主要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市場對寬頻服務之強勁需求，特別是中東地

區，SpeedCast在該地區滿足基礎電訊、軍事應用及私人網絡之要求。 

 

此全資附屬公司繼續於仍未有適當地面基礎設施的地區及海上，透過甚小口徑終端機

（VSAT）提供主要用於寬頻應用之服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SpeedCast 之營業額為 239,000,000 港元（二

零一零年：206,000,000 港元），增幅為 16%。該公司於年內錄得純利 26,000,000 港元

（二零一零年：23,000,000港元）。  

 

DISH-HD Asia Satellite 

 

有關出售本公司於 DISH-HD Asia Satellite 股權之協議於二零一一年年底達成。該公司

為亞洲衛星與 EchoStar Corporation 之合營公司，向台灣及其他市場電視觀眾提供直接

到戶衛星服務。 

 

有關交易的完成需要獲得香港廣播事務管理局的批准。我們出售合營公司股權之舉

動，主要基於該公司長時期業務表現欠佳之策略性商業決定。雖然亞洲衛星出售其於

DISH-HD Asia Satellite的權益，我們將會繼續為 DISH-HD Asia Satellite之持續營運提

供衛星容量及支援服務。 

 

於二零一一年，成立於二零零九年之 DISH-HD Asia Satellite 繼續錄得虧損，其中亞洲

衛星所攤佔虧損及向 DISH-HD Asia Satellite貸款之減值虧損約為 105,000,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42,000,000港元）。 

 

展望 

 

儘管環球經濟陰霾揮之不去，我們審慎地看好亞洲衛星所在市場於二零一二年將會保

持穩定。因此，我們對二零一二年的核心業務前景抱樂觀態度，年內將會繼續在新開

發和現有市場拓展業務。我們的業務將會集中於高清服務持續增長及直接到戶業務穩

健擴展所出現的新商機。電訊市場不斷擴展所帶來的容量需求，將繼續成為我們業務

增長的重要範疇。亞洲衛星亦計劃掌握來自體壇盛事之臨時使用業務機會，例如倫敦

二零一二年奧運會和殘疾人士奧運會及二零一二年歐洲國家盃足球賽。 

 

然而，我們預料短期大幅增長可能會受到一連串重要因素所牽制。於二零一一年年

底，我們衛星隊伍之使用率已達 82%。此高水平使用率將會限制提供容量供重大業務

增長，直至亞洲六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於二零一四年發射後才獲得解決。我們的新

衛星亞洲七號衛星只能提供有限的短期增長機會，因為該衛星在最終取代亞洲三號 S

衛星前，將會臨時用於開發新市場。此外，隨著亞洲二號衛星的服務壽命完結，我們

再沒有來自短期出租該衛星所帶來的正面貢獻，而且只有少量容量可以填補其中差

額，將會導致收入下降。最後，未來前景仍需視乎全球不同地區所出現的經濟難題，

對我們所營運的市場會否開始產生較大的負面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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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該等因素外，本集團最近注意到印度建議的一項新財務條例草案。倘若該條

例草案於二零一二年五月獲得印度國會通過，將會對本集團現時於印度進行的稅務訴

訟帶來不利後果。我們於過去獲得印度高等法院作出有利的判決，裁定本集團毋須繳

納所得稅，我們現正尋求律師及稅務顧問就此新條例草案可能對本集團稅務狀況所造

成的影響作出意見。附註九提供進一步詳情。 

 

雖然受到此等因素之影響，亞洲衛星穩踞亞太地區首屈一指營運商的領先地位，而且

管理出眾和財務根基穩固。憑藉龐大的業務規模及穩健的財務狀況，亞洲衛星將不斷

開拓商機，包括類似我們與 Thaicom 合作之夥伴關係及其他協作項目和收購，幫助我

們鞏固業務根基，迎接未來更大的增長。 

 

董事和高級管理層 

 

執行主席翟克信先生服務本公司差不多二十年後，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退任全

職工作。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關頤先生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而翟克信先生則獲

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同時莊志陽先生獲委任為秘增信先生之替任董事。 

 

本人很高興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一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同時感謝 Sherwood P. Dodge

先生及翟克信先生兩人於去年擔任本公司主席。本人亦要多謝關頤先生過去的卓越服

務。 

 

最後，隨著本人接任主席職務，我謹藉此機會向各位客戶及股東的長期支持表示衷心

謝意，並多謝董事局及全體員工全力投入工作，發揮專業精神，為達致成功作出堅定

的承擔。 

 

 

主席 

居偉民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十二名董事。執行董事為魏義軍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居偉民
先生（主席）、Sherwood P. DODGE 先生（副主席）、秘增信先生、羅寧先生、翟克信先
生、John F. CONNELLY 先生、顧寶芳女士及陳明克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坤耀教授、史
習陶先生及 James WATKINS 先生。替任董事為莊志陽先生（秘增信先生之替任董事）。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