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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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45）

二零一二年中期業績公佈

主席報告書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中期業績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獨立核數師審閱。

中期業績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為402,337,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72,125,000港元）及104,712,000港元（二零一一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03,134,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上升分別8.1%及1.5%。每
股基本溢利為16.84港仙（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9港仙）及經攤薄每
股基本溢利為16.84港仙（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9港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定按每股2.00港仙派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2.00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
日（星期三）或前後派發予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九日（星期五）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
於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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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在軌衛星

本集團之在軌亞太衛星及其地面衛星測控系統均運行良好，持續為本集團之客戶
提供穩定、可靠的優質服務。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之轉發器總使
用率為75.10%。

亞太7號衛星

亞太7號衛星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由中國長城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之長征三
號乙增強型運載火箭成功發射升空。亞太7號衛星是本集團第六顆在軌衛星，接替
於2012年退役的亞太2R衛星。亞太7號衛星是一個Spacebus 4000 C2型高功率地球同
步通信衛星。該衛星載有28個C頻段轉發器及28個Ku頻段轉發器，其中亞太7號衛
星C頻段轉發器提供與亞太2R衛星相同的覆蓋，可確保客戶順利由亞太2R衛星過渡
至亞太7號衛星，Ku頻段轉發器分別設有中國波束、中東及北非波束、非洲波束及
可移動波束，進一步增強了集團對上述區域的衛星資源和覆蓋能力。期間，本集團
已成功與亞太7號衛星的客戶簽訂了新服務合約。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其使用率達71.25%.

亞太6號衛星

亞太6號衛星為SB4100 C1型衛星，為亞太地區提供最先進高功率衛星服务，載有38

個C頻段轉發器及12個Ku頻段轉發器，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其使用率達
75.18%。

亞太5號衛星

亞太5號衛星為FS1300型號衛星，同為亞太地區最先進高功率衛星之一，本集團持
有該衛星20個C頻段轉發器及9個Ku頻段轉發器。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其使用率為82.10%。

本集團在軌之亞太7號、亞太6號和亞太5號衛星的組合構成了覆蓋亞洲、澳洲、中
東、非洲、歐洲和亞太地區的超強衛星服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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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7B衛星

亞太7B衛星是亞太7號衛星之備份衛星，與亞太7號衛星一樣同為Spacebus 4000 C2

型高功率地球同步通信衛星，載有28個C頻段轉發器及23個Ku頻段轉發器。鑑于亞
太7號衛星已發射成功，且順利接替亞太2R衛星，本集團將依照協議將亞太7B衛星
轉讓予中國衛星通信集團有限公司，並收回亞太7B衛星項目投資資金。亞太7B衛
星專案為本集團節省了巨大的備份衛星項目投資，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備份衛星項
目安排。

衛星電視廣播及上行服務

本集團廣播服務將由其全資附屬公司亞太衛視發展公司憑藉其《非本地電視節目服
務牌照》持續提供衛星電視廣播服務。廣播服務是轉發器業務中非常重要的增值服
務。

衛星電訊服務

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亞太電訊服務有限公司，按照香港《固定傳送牌照》提供衛
星對外電訊服務如VSAT（超小口徑終端服務）、設施管理服務及衛星通訊和衛星電
視上行服務，予區內電訊運營商或用戶包括衛星運營商及互聯網服務商。

數據中心服務

亞太數據服務有限公司（前稱為“APT Satellite Vision Limited”)，是本集團之全資附
屬公司，利用其現有設備提供數據中心服務。數據中心服務是本集團為客戶新設
立的電訊增值服務，有著顯著的業務增長潛力和衛星服務的協同效應。

本集團相信電視廣播服務、電訊服務及數據中心服務之增值服務將繼續加強集團
的業務活動及發展。

業務展望

亞太7號衛星在市場上的反應良好。使用率將持續維持在高水平以確保顯著的市場
份額及取得可觀的收入。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廣播和電訊行業的轉發器服務需求維持在高使用率。本集團
將會保持亞太7號衛星、亞太6號衛星和亞太5號衛星高使用率。

本集團將通過電視廣播服務、電訊服務及數據中心服務之增值服務所帶來的增長
潛力和協同效應來實現利潤最大化及未來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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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財務狀況仍然穩健，詳情請參照本中期報告財
務部分。

企業管治

本集團將積極維持高標準之企業管治特別是內部控制及遵守法規方面。

致謝

本人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本集團客戶與全體員工對本集團所做出的貢獻。

雷凡培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5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仍然非常穩健，經營業績持續提
升。下表載列此期間財務表現：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變動

營業額 402,337 372,125 +8.1%

毛利 213,412 190,837 +11.8%

除稅前溢利 142,660 139,989 +1.9%

股東應佔溢利 104,712 103,134 +1.5%

每股基本溢利（港仙） 16.84仙 16.59仙 +1.5%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資產 5,528,858 4,768,445 +15.9%

總負債 2,680,095 2,010,364 +33.3%

EBITDA利潤率(%) 80.1% 81.8% –1.7%

資產負債比率(%) 48.5% 42.2% +6.3%

流動資產比率 1.98倍 1.01倍 +0.97倍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營業額較二零一一年同期比較增長8.1%至402,337,000

港元，主要原因為由於一些新的亞太7號衛星的用量合同開始使用。股東應佔溢利
上升1.5%至104,712,000港元，增加主要來自於期內毛利的增長，對沖了金融工具的
公允價值的虧損。

指定為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動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獲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所發行的35,000,000港元可換
股債券，年息率為5%及換購價為0.196港元及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九日到期可換股
債券。根據獨立專業估值師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所進行的評估，可換股債券
的公允價值重新估值後為79,416,000港元，確認公允價值虧損22,008,000港元計入損
益。



6

財務成本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簽署訂立一份設定金額為65,000,000美元之利率掉期期權合
約。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利率掉期合約之公允價值變動確認966,000

港元計入損益。就利率掉期合約之公允價值虧損較去年同期減少，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財務成本減少至4,517,000港元。

於期內，有關建造亞太7號衛星和亞太7B衛星所資本化利息為15,465,000港元。

稅項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稅項支出與二零一一年同期之36,855,000港元
比較，增加至37,948,000港元，主要由於期內經營溢利增加所致。本集團之稅項詳
情載於本公告附註5。

資本開支、資金流動性、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率

於期內，本集團之固定資產的資本開支為690,33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467,553,000港元）。主要資本開支是建造亞太7號衛星及亞太7B

衛星之進度付款為686,150,000港元及增加設備的付款為4,182,000港元。以上的資本
性支出的資金來源主要為自有資金及銀行借貸。

二零一零年年內，本集團與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牽頭之銀團訂立一項定期
貸款融資（「銀行融資」）。該銀行融資至最高貸款額為200,000,000美元，已用於撥
資進行亞太7號衛星，包括其建造、發射成本及相關的建設及保險費用。該銀行融
資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轉讓有關亞太7號衛星之建造及發射合約下的建造及終止
付款、亞太5號衛星及亞太7號衛星之保險索償所得、亞太5號衛星及亞太7號衛星之
所有目前及未來轉發器利用協議之所得，以及若干銀行帳戶的第一法定押記，有
關帳戶將用作收取亞太5號衛星及亞太7號衛星的轉發器收入。於期內，本集團已根
據銀行融資提取64,800,000美元（約505,440,000港元）。

此外，二零一零年年內，本集團與一間同集團附屬公司訂立了一份貸款協議（「貸
款協議」），提供一筆融資，以支付亞太7B衛星採購合同之進度付款。此貸款協議
以100,000,000歐羅或等值美元金額為上限。於期內，本集團已早於貸款還款到期前
主動清還全數貸款結餘及應計利息。



7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借貸約為1,548,533,000港元。本集團債務（含
未攤銷財務成本列賬）到期償還概況如下：

償還年期

 港元

一年內償還或按通知 122,539,000

一年後但五年內償還 1,052,268,000

五年後償還 373,726,000
 

 1,548,533,000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負債為2,680,095,000港元，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669,731,000港元，主要原因是上述的借貸及就亞太7B衛星轉讓
之合作協議，收取同集團附屬公司的亞太7B衛星第一期的轉讓款項所致。因此，
資產負債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增加至48.5%，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增加6.3%。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本集團錄得淨現金流入64,849,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0,419,000港元），此淨現金流入包括經營活動
淨現金流入280,952,000港元、融資活動中的淨現金流入84,842,000港元及5,712,000

港元之外匯兌換調整，對沖了投資活動淨現金支出306,657,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約551,249,000港元之現金及銀行存款，其中
49%為美元計算、50%為人民幣及1%為港元及其他貨幣，包含304,913,000港元之現
金及現金等價物、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結餘207,119,000港元及有抵押銀行存
款39,217,000港元。該等款項連同業務經常性現金流量，本集團是足以應付未來債
務還款。

資本結構

本集團維持保守的資金管理制度。本集團穩健的資本結構、雄厚的財務實力為未
來持續發展奠定穩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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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收入及營運支出主要為美元及人民幣，資本開支（亞太7號衛星及亞太7B

衛星之衛星採購合同除外）都以美元計值。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因此美元的匯率
波動對本集團營運影響較少。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人民幣對港元
之外匯利率貶值0.94%，管理層認為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不利外匯風險。

本集團簽署了亞太7號衛星及亞太7B衛星採購合同及其合同價格分別約為128,500,000

歐羅及114,600,000歐羅。為了支付未來之進度款項，根據本集團訂立該銀行融資，
本集團能夠購入最多150,000,000美元之遠期外匯合約。鑒於曾面對反覆波動的匯率
走勢，尤其是歐羅對美元之匯率，因此本集團已訂立遠期外匯合約，用於對沖潛在
之外匯風險。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全部遠期外匯合約已被執行。本集團將
繼續以保守的態度監察外匯風險。

利率風險

就本集團因利率風險而面對的現金流量風險而言，主要源自長期借款按浮動倫敦
銀行同業拆息利率計息，管理層的策略是使用金融工具來管理其面對的浮動倫敦
銀行同業拆息利率風險。於期內，本集團已訂立一項屬於利率掉期期權的合同，據
此可訂立一項掉期交易，將65,000,000美元之設定金額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至二
零一七年七月三日期間之三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利率固定為每年1.4%。於期權
有效期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此期權並未行使。本集團繼續以保守取態管
控利率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有抵押銀行存款約39,217,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007,000港元），是與期內之若干商業安排及銀行融資有關。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一間銀行向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出具保證函，乃由本
集團之土地與樓宇作抵押，其賬面淨值約4,01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07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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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諾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本承諾總額為75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178,423,000港元），主要是已簽訂合約但尚未於本集團財務報表作
出計提之未來採購設備款項。

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或然負債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20。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本集團已與中國長城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訂立發射服務
合同，內容有關在位於中國四川省西昌市的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以長征三號乙增
進型(LM-3B/E)運載火箭為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所指定及提供之衛星提供發射及
相關服務以及其他與相關服務以及其他與發射相關的可選服務。此交易詳情列載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之公告。

董事會於結算日後宣派中期股息，總額為12,436,000港元，有關詳情載於附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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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3 402,337 372,125

服務成本  (188,925) (181,288)
   

毛利  213,412 190,837

其他淨收入  8,253 2,847

重估投資物業之溢利 9 499 84

行政開支  (52,979) (42,020)
   

經營溢利  169,185 151,748

指定為透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動 11 (22,008) –

財務成本 4(a) (4,517) (11,759)
   

除稅前溢利 4 142,660 139,989

稅項費用 5 (37,948) (36,855)
   

本期及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104,712 103,134
   

每股溢利 7

 －基本  16.84仙 16.59仙
   

 －攤薄  16.84仙 16.59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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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本期溢利 104,712 103,134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異之換算：
  －境外企業的財務報表 (308) 1,562

 現金流量對沖：對沖儲備之變動 1,823 3,220
   

 1,515 4,782
   
   

本期間總全面收益 106,227 10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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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3,594,238 4,077,704

 投資物業 9 3,394 2,895

 無形資產 10 133,585 133,585

 可換股債劵投資 11 79,416 101,424

 會所會籍  5,537 5,537

 預付費用  20,814 19,170
   

  3,836,984 4,340,315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淨） 13 100,171 53,59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8,388 17,545

 應收直屬母公司之款項  – 767

 衍生金融工具 12 – 966

 已抵押銀行存款 14 39,217 21,007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結餘  207,119 94,18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4,913 240,064

 待售資產 15 1,012,066 –
   

  1,691,874 428,130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16 49,248 72,205

 已收預繳租金  88,518 67,456

 應付同集團附屬公司之款項  492,395 911

 一年內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17 122,539 180,285

 衍生金融工具 12 – 1,823

 本年稅項  100,943 101,078
   

  853,643 423,758
   

流動資產淨值  838,231 4,3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轉結  4,675,215 4,34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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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承前  4,675,215 4,344,687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有抵押銀行貸款 17 1,425,994 1,001,985

 來自同集團附屬公司之貸款 18 – 226,200

 已收按金  80,902 57,895

 遞延收入  127,592 139,936

 遞延稅項負債  191,964 160,590
   

  1,826,452 1,586,606
   

資產淨值  2,848,763 2,758,0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 62,181 62,181

 股份溢價  1,273,812 1,273,812

 繳入溢餘  511,000 511,000

 重估儲備  368 368

 匯兌儲備  1,654 1,962

 對沖儲備  – (1,823)

 其他儲備  442 442

 累計溢利  999,306 910,139
   

總權益  2,848,763 2,75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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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溢餘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對沖儲備 其他儲備 累計溢利 總權益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41,454 1,294,539 511,000 4,926 368 340 (2,233) 345 636,823 2,487,562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溢利 – – – – – – – – 103,134 103,134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1,562 3,220 – – 4,782
          

總全面收益 – – – – – 1,562 3,220 – 103,134 107,916
          

認股權失效 – – – (4,699) – – – – 4,699 –

註銷認股權 – – – (227) – – – – 227 –

發行紅股（附註19(iii)） 20,727 (20,727) – – – – – – –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62,181 1,273,812 511,000 – 368 1,902 987 345 744,883 2,595,478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62,181 1,273,812 511,000 – 368 1,962 (1,823) 442 910,139 2,758,081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溢利 – – – – – – – – 104,712 104,712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308) 1,823 – – 1,515
          

總全面收益 – – – – – (308) 1,823 – 104,712 106,227
          

核准上年度的股息（附註6(b)） – – – – – – – – (15,545) (15,545)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62,181 1,273,812 511,000 – 368 1,654 – 442 999,306 2,84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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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 287,660 275,064

已付之稅項 (6,708) (4,654)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280,952 270,410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06,657) (552,328)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84,842 472,30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淨額 59,137 190,390

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0,064 121,485

匯率變動之影響 5,712 29
   

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4,913 31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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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以港元列示，另有指明則除外）

1. 編製基準
亞太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當披露規定，並遵照國際會
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所有適用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獲授權發佈。

本中期財務報告是按照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告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的。

管理層在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規定的中期財務報告時
所作的判斷、估計和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和按目前情況為基準計算的匯報資產與負
債、收入和支出的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金額有異。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與部份的附註。附註闡述了自二零一一年年度財政報
表刊發以來，在了解本集團的財務狀況變動和表現方面確屬重要的事件和交易。此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告及附註並不包括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完整財
務報表之所需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雖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的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
會所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了審
閱。

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
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但資料則源自有關財務報表。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索取。本公司核數師已在二零一二
年三月二十日的核數師報告中對這些法定財務報表出具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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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之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了多項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這些修訂在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
效。香港會計師公會其後頒佈的多項相等的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委
員會所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具有相同的生效日期，而且在所有重大方面與國際會
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內容完全相同。上述修訂均沒有對本集團的財務報告構成任何重大影
響，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向執行董事報告定期內部財務資料，以供執行董事就本集團業務組成部份的資源分配
作決定並且檢討該等組成部份的表現，本集團亦根據該等資料而劃分經營分部和編製分部資
料。向執行董事報告的內部財務資料中的業務組成部份，是按照本集團的主要業務而釐定。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是根據衛星服務的性質而分開安排和管理，其中每個分部代表一個於全球
市場提供不同服務的策略性業務分部。然而，本集團的執行董事認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
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的收益、經營業績及資產中超過90%是主要源自提供衛星
轉發器容量及相關服務，因此並無呈列經營分部之分析。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地區分部
本集團的經營資產主要包括其用於或擬用於向多個國家（但並非位於指定地區）傳送的衛星。
因此，並無呈列按資產地區進行分部資產賬面值的分部分析。

下表列示按照客戶所在地區分析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總營業
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新加坡 印尼 其他 總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對外客戶之營業額 56,349 36,735 86,999 86,844 41,811 50,985 73,565 73,844 143,613 123,717 402,337 37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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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及來自同集團附屬公司貸款之利息 18,674 9,185

扣除：已轉移到在建工程之資本性款項* (15,465) (7,342)
  

 3,209 1,843

利率掉期期權合約之公允價值變動（附註12(a)） 966 9,768

其他借貸成本 342 148
  

 4,517 11,759
  

* 借貸成本已按每年2.0148厘至3.9511厘撥充資本（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1.9695厘至
2.5090厘）。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b) 其他項目

折舊 161,694 155,744

利息收入 (4,697) (802)

有關物業之租金收入 (266) (26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致（溢利）╱虧損 (26) 39

外幣匯兌虧損 5,338 1,643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海外 6,573 6,158

遞延稅項 31,375 30,697
  

實際稅項費用 37,948 3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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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本期的估計應評稅溢利以16.5%（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16.5%）的稅率計算。由於本期估計並無香港應課稅溢利或稅項虧損可用於抵銷本期應
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海外稅項包括已付或應付有關本集團在香港以外
地區向客戶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而產生的利得稅及預提稅項。

6. 股息
(a) 本期應付本公司股東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於結算日後建議派發之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2仙（二零一一年：2仙） 12,436 12,436
  

由於中期股息於結算日後宣派，因此此股息未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確認為負債。

(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期間核准及支付的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期間核准及支付的
 末期股息每股2.5仙（二零一一年：無） 15,545 –
  

7. 每股溢利
(a) 每股基本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104,712,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03,134,000元）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21,807,000股（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21,807,000股）計算，計算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數 股數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621,807,000 414,538,000

發行紅股對股份之影響（附註19(iii)） – 207,269,000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21,807,000 621,8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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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簿溢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具攤簿影響之潛在普通股存
在,所以每股攤簿溢利跟每股基本溢利相同。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a) 增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增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為690,332,000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67,553,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出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淨值為334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46,000元），獲得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溢利為26,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為39,000元）。賬面值為1,012,066,000元之資產被轉移至待售
資產（見附註15）（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b) 對原值調整的影響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八日與Thales Alenia Space France（「Thales」）簽訂之協
議（「該協議」），當Thales向其本身客戶成功交付一個含有技術設計與亞太6號衛星相同
的衛星後，本集團可收取為數1,500,000美元（約11,700,000元）之款項。

根據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一日與Thales簽訂之上述協議的修訂（「經修訂協議」），本
集團有權就Thales訂立有關技術設計與亞太6號衛星相同衛星之合約而收取款項。於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期內，已就Thales確認7,800,000元，有關款項乃視作為對於物業、
廠房及設備－通訊衛星之成本的扣減。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內，並無確認相關
調整。

(c) 減值虧損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其物業、廠房及設備進
行評估，並沒有資產有減值需要。

9.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由獨立估值師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有限公司經參考潛在之應收回收入
之租金收入淨額後按公開市值基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重估為3,394,000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895,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重估溢利為499,000

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4,000元）於損益內確認。

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並無投資物業的添置、出售或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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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無形資產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就亞太2R衛星取得於一軌道位置營運衛星之權利，該項無形資產被視為
具備無限期使用年期。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其無形資產進行減值評估，並
無減值需要。

11. 可換股債券投資
於二零一一年，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訂立協議出售一項可供出售證券予中國新華電視控股
有限公司（「新華電視」，前稱進業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
該項可供出售證券是指新華電視亞太台運營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的5%已
發行股本。直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出售為止，該項可供出售證券的公允價值111,413,000

元是於綜合其他全面收益表入賬。同日，由於新華電視以發行可換股債券的方式結算，該公
允價值於其時重新分類至損益。該可換股債券年期三年，年息率5%，換股價為0.196元。於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可換股債券的公允價值重新計量為79,416,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01,424,000元），在損益中計入公允價值虧損22,008,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可換股債券之公允價值變動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首次確認日期 101,424 111,413

於損益確認之公允價值變動 (22,008) (9,989)
  

 79,416 101,424
  

本集團已委聘獨立估值師漢華評值有限公司評估債務部份及嵌入式衍生工具之公允價值,而
有關公允價值乃分別根據實際利率法及三項式點陣模式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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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衍生金融工具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流動資產╱（負債）
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記賬之利率掉期期權（附註12(a)） – 966

持有作現金流對沖工具之遠期外滙合約（附註12(b)） – (1,823)
  

(a) 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記賬之利率掉期期權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期內，本集團訂立一項附有期權的合約，可據此訂立設定
金額為65,000,000美元之利率掉期。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有效期內
並無行使此項期權。本集團已就期權失效確認虧損為966,000元，並已計入財務成本。

(b) 持有作現金流對沖工具之遠期外滙合約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訂立若干遠期外匯合約，以對沖就採購而以歐羅計值之即將的
進度款項所產生之風險。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內，所有遠期外匯合約已執行
及於早前已被確認為權益的遠期外匯合約之公允價值變動1,823,000元，現重新分類納
入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首次成本。

本集團已將上述遠期外匯合約分類作現金流量對沖。衍生金融工具指定為對已確認資
產或負債或極有可能進行的預期交易的現金流量變動，或已承諾未來交易的外幣風險
作出對沖時，對衍生金融工具重新計量公允價值之任何收益或虧損的有效部份，會直
接在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並且於權益中的對沖儲備分開累計確認。任何無效部份所產
生的收益或虧損會即時於損益確認。如果預測交易之對沖在其後須確認為非金融資產
或非金融負債，則相關收益或虧損便會由權益重新分類納入有關非金融資產或負債的
首次成本或其他賬面金額內。

鑑於貼現之影響被視為並不重大，外匯合約之公允價值是在訂約遠期價格直接扣減目
前之現貨價而按市價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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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款（淨）
以下為於結算日按賬齡分析之應收貿易賬款（已扣除呆壞賬撥備）：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0–30日 76,362 43,443

31–60日 14,294 6,896

61–90日 6,534 1,483

91–120日 1,696 198

超過120日 1,285 1,574
  

 100,171 53,594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之信貸期為30日。應收貿易賬款預期於結算日起一年內收回。

14. 已抵押銀行存款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已抵押銀行存款為39,217,000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1,007,000元），主要是關於期內其他商業安排及銀行貸款。

15. 待售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亞太衛星通信有限公司（「亞太通信」）與
中國衛星通信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衛通」）就亞太7B衛星訂立合作協議。中國衛通將向亞太通
信提供融資安排，以專項用於支付亞太7B衛星採購合同下的進度付款。倘若亞太7號衛星成
功發射並且投入商業運作，亞太通信將把其於亞太7B衛星採購合同下之全部權利按相等於亞
太通信已支出的所有付款之代價轉讓。倘若亞太7B衛星發射服務協議生效而亞太通信已就亞
太7B衛星投購有關發射之保險，該等項目亦會連同亞太7B衛星採購合同一併按成本轉讓予中
國衛通。

此交易詳請列載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公告、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七日之通函及二零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之公告。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內，亞太7號衛星成功發射，而本集團亦開始展開轉讓亞太7B

衛星的工作。當亞太通信收到來自中國衛通的全部代價，亞太通信於亞太7B衛星採購合同、
亞太7B衛星發射服務協議及有關亞太7B衛星的保險的權利及責任將轉讓予中國衛通。於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亞太7B衛星的賬面值為1,012,066,000元，被分類為待售資產及由於出售
資產的賬面價值高於其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並無減值虧損被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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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應付款項為三個月內到期及所有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預期於結算日起一年內清繳。

17. 有抵押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銀行貸款 1,548,533 1,182,270

減：一年內到期並列為流動負債之款項 (122,539) (180,285)
  

一年後到期款額 1,425,994 1,001,985
  

銀行借貸之還款期如下：
一年內或按通知 122,539 180,285

一年後但五年內 1,052,268 634,240

五年後 373,726 367,745
  

 1,548,533 1,182,270
  

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融資（「銀行融資」）受制於其契諾，關係到本集團之若干比率，常見
於與金融機構之借貸安排。倘本集團違反有關契諾，則已支取之融資須即時償還。就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而言，本集團已遵守上述各項契諾。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一間銀行向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出具保證函，乃由本集團賬面淨
值約4,015,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73,000元）之土地與樓宇作抵押。

18. 來自同集團附屬公司之貸款
結餘為本公司一名大股東之一間附屬公司就採購亞太7B衛星所提供之融資。該筆貸款以亞太
7B衛星採購合同（包括但不限於亞太7B衛星及其相關權利、服務）轉讓作為該貸款的保障。
期內，本集團已提早全數清還貸款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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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股本
(i) 法定及已發行股本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千元  股份數目 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0元之普通股 2,000,000,000 200,000 1,000,000,000 100,000

每股面值0.10元之法定普通股股本
 之增加（附註(ii)） – – 1,000,000,000 100,000
    

 2,000,000,000 200,000 2,000,000,000 200,000
    

普通股，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621,807,000 62,181 414,538,000 41,454

發行紅股（附註(iii)） – – 207,269,000 20,727
    

 621,807,000 62,181 621,807,000 62,181
    

(ii)  增加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之股東大會按股數投票表決結果之公佈，本公司之法定股
本透過增加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元之股份，將法定股本增加至200,000,000元。
該等新股份於各方面與本公司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iii) 發行紅股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在股份溢價賬中的20,727,000元款項已經用於繳足全數
207,269,000股每股面值0.10元之普通股，而該等普通股已經以繳足之方式按當時每持有
兩股獲發一股的比例向現有股東配發及分派。

20. 或然負債
本公司已就銀行向其附屬公司授予之銀行融資作出擔保。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附屬公
司已動用之銀行融資款額為1,560,0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94,960,000元）。

21. 結算日後事項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已與中國長城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訂立發射服務合同，內容有關在位於
中國四川省西昌市的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以長征三號乙增進型(LM-3B/E)運載火箭為本公司
之全資附屬公司所指定及提供之衛星提供發射及相關服務以及其他與相關服務以及其他與發
射相關的可選服務。此交易詳情列載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之公告。

董事會於結算日後宣派一般中期股息，總額為12,436,000元，有關詳情載於附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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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人數為98名（二零一一年：92名）。就薪酬政
策而言，本集團按各僱員各自之職責及市場趨勢付薪，期間，本集團在一定幅度上
增長了員工的薪酬。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本公司採納之購股權計劃（「2001

計劃」）向其僱員（包括執行董事）授出購股權，但該2001計劃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
二十一日期限屆滿。為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之規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2002

計劃」）。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2002計劃經已失效。本集團亦已設立激勵員
工計劃，藉以進一步鼓勵僱員對本集團作出更大的貢獻。本集團提供在職培訓以
增進及提升與僱員工作範疇有關的知識。

購回、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股份。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日期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九日（星期五）（包
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在此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事宜。為符合
獲派中期股息的資格，所有適當填妥的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最遲於二零一二年
十月十六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及過戶分
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
樓。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下列守則條文除外：

A4.1：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的委聘是無特定任期，是由於他們均須每三年輪值退任，
惟根據本公司之細則董事會主席及總裁則除外；

A4.2： 董事會主席及總裁毋須輪值退任，是由於此舉有助本公司貫徹所作出決定
的一致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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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7： 本公司之提名委員會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錫光博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崔利國先生,非執行董事林暾先生、尹衍樑博士、翁富聰先生及卓超先生，
因需遠赴海外公幹或處理重要事務，故未能出席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五月
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惟董事局多名代表，包括董事長，執行董
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出席了該大會，以解答有關本集團業務之提問。

審核委員會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的會議上，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
原則與慣例，以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
告，並討論審核與內部監控事宜。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
呂敬文博士、林錫光博士、崔利國先生及孟興國博士（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五日獲委
任）。

中期報告

本公司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的資料，將在適當的時候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之網頁刊登（本公司網址為：www.apstar.com）。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程广仁（總裁）及齊良（副總裁）

非執行董事：

雷凡培（主席）、林暾、尹衍樑、翁富聰、卓超、付志恒及曾達夢（尹衍樑之替任
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呂敬文、林錫光、崔利國及孟興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