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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亞洲衛星宣佈二零一七年中期業績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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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宣佈其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報告。 

 

財務摘要： 

 上半年收入持穩為 642,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640,000,000 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手頭合約價值保持穩定約為 4,076,000,000 港元（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67,000,000 港元） 

 上半年之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180,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249,000,000 港元）。

溢利下降原因為匯兌虧損、財務開支淨額和員工開支上升及所得稅開支增加，所

引致影響為來自替一名客戶解決一宗拖延已久，與提供服務予客戶之相關稅務事

宜獲得的一次性收入所抵銷 

 以更佳條款獲得新融資 220,000,000 美元，取代二零一五年七月之銀行借貸

240,000,000 美元，進一步強化本集團的資本結構 

 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0.18 港元（二零一六年：無） 

 

業務概要：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亞洲四號衛星、亞洲五號衛星、亞洲六號衛星、亞洲

七號衛星及亞洲八號衛星之使用率為 73%（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7%，

不計算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底於西經 4度投入服務之亞洲八號衛星） 

 亞洲九號衛星為定位於東經 122 度亞洲四號衛星之替代衛星，計劃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底發射升空，將提供額外容量和更廣闊的高功率 C 波段覆蓋範圍，以及專門

為緬甸和印尼等新興市場供直接到戶（DTH）電視、區域視頻分發、私人網絡和

寬頻服務使用而全新設計的 Ku 波段波束 

 就一枚載有 Ka 波段容量高通量衛星之設計、採購和發射工作已進入最後策劃階  

段，以迎合流動主導數據服務之增長需求 

http://www.asiasat.com/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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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的廣播和數據客戶，包括有由標清（SD）升級至高清（HD）的電視服務、不

斷增長的臨時租用（OU）服務如體育盛事和國際大事傳送，以及為東南亞新興市

場提供的數據服務，帶動衛星容量使用上升 

 

亞洲衛星主席居偉民表示：「踏入二零一七年，本公司預期業務表現與過往六個月所作出

的銷售預測一致。收入淨額保持穩定，而新客戶繼續被具競爭力價格所吸引。有賴我們

在資產和夥伴關係所作出的長遠投資，當公司擴展業務至經濟和技術層面仍待開發的地

區時，彼等對我們廣播服務的需求維持強勁。」 

 

「然而，高度競爭市場環境所帶來的價格壓力仍極具挑戰，主要因為區內容量出現周期性

的供過於求，和對價格的預期，特別是數據應用服務。數據市場方面，市場預期新的高

通量衛星（HTS）將會壓低衛星容量的價格，即使高通量衛星覆蓋範圍無遠弗屆的情況

並未於亞太市場出現，但卻影響我們客戶對價格水平的看法。事實是高通量衛星技術於

現今市場仍未普及，而且並非適用於所有應用方案或服務，但市場一直以來卻對未來價

格水平存在誤解。」 

 

「無論如何，我們察覺到流動主導數據服務（海事和流動回程）之需求上升，連同用於航

空業的其他 Ka 波段方案之市場前景良好。特別的是，本公司已將容量供應擴展至中國航

空市場。於所有在中國提供機艙連接的衛星營運商中，亞洲衛星為此應用服務提供最多

容量，用於服務多間航線飛越中國的國內及國際航空公司。」 

 

# # # 

 

新聞垂詢： 

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 

彭潔華，市場傳訊經理  

電話：(852) 2500 0880 

電子郵遞：wp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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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報告 

 

 

主席報告書 

 

整體表現 

 

踏入二零一七年，本公司預期業務表現與過往六個月所作出的銷售預測一致。收入淨額

保持穩定，而新客戶繼續被具競爭力價格所吸引。有賴我們在資產和夥伴關係所作出的

長遠投資，當公司擴展業務至經濟和技術層面仍待開發的地區時，彼等對我們廣播服務

的需求維持強勁。 

 

然而，高度競爭市場環境所帶來的價格壓力仍極具挑戰，主要因為區內容量出現周期性

的供過於求，和對價格的預期，特別是數據應用服務。數據市場方面，市場預期新的高

通量衛星（HTS）將會壓低衛星容量的價格，即使高通量衛星覆蓋範圍無遠弗屆的情況

並未於亞太市場出現，但卻影響我們客戶對價格水平的看法。事實是高通量衛星技術於

現今市場仍未普及，而且並非適用於所有應用方案或服務，但市場一直以來卻對未來價

格水平存在誤解。 

 

無論如何，我們察覺到流動主導數據服務（海事和流動回程）之需求上升，連同用於航

空業的其他 Ka 波段方案之市場前景良好。特別的是，本公司已將容量供應擴展至中國航

空市場。 

 

於所有在中國提供機艙連接的衛星營運商中，亞洲衛星為此應用服務提供最多容量，用

於服務多間航線飛越中國的國內及國際航空公司。 

 
 

中期財務業績 

 

收入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之收入為 642,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640,0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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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開支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不包括折舊之經營開支為 152,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

117,000,000 港元），上升了 35,000,000 港元，主要原因為匯率波動及去年同期對員工

花紅撥備進行一次性回撥所造成的影響。然而，期內收回的貿易應收賬項減值支出作出

回撥有助抵銷部分此等支出。 

 

其他收益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之其他收益為 33,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1,000,000 港元），主

要來自替一名客戶解決一宗拖延已久，與提供服務予客戶之相關稅務事宜獲得的一次性

收入約 32,000,000 港元。 

 

財務開支 

 

財務開支為 61,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67,000,000 港元），其中 29,000,000 港元

（二零一六年：46,000,000 港元）列作我們新衛星亞洲九號衛星的成本予以資本化。資

本化後之財務開支淨額為 32,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21,000,000 港元），較去年同

期上升了 11,000,000 港元。 

 

折舊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之折舊為 261,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261,000,000 港元）。 

 

所得稅開支／抵免 

 

所得稅開支為 51,000,000 港元，與去年同期之所得稅抵免 7,000,000 港元比較，開支增

加了 58,000,000 港元，主要為我們與稅務當局就若干收支項目之處理達成協議後，在二

零一六年作出之稅項撥備回撥 41,000,000 港元。 

 

溢利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之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180,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249,000,000 港

元），原因為匯兌虧損、財務開支淨額，員工開支上升及所得稅開支增加，所引致影響

為上文所述之其他收益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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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 

 

二零一七年首六個月，本集團出現淨現金流入 257,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淨現金

流出 13,000,000 港元），當中已包括支付資本支出 139,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

183,000,000 港元）及償還銀行貸款 144,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292,000,000 港

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 497,000,000 港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1,000,000 港元）。 

 

股息 

 

董事局決議派發本期之中期股息每股 0.18 港元（二零一六年：無）。中期股息將於或約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日派發予二零一七年十月十日登記在股東名冊上之股東。公司股

份將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日至十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再融資貸款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本集團透過最終到期為二零二二年七月的新有期貸款及循環貸款

220,000,000 美元，為二零一五年七月提取之銀行借貸進行再融資。新融資提供對本集團

更佳的條款，進一步強化本集團的資本結構。 

 

手頭合約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手頭合約價值保持穩定約為 4,076,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67,000,000 港元）。 

 
 

衛星團隊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公司在急速轉變的技術和經濟環境下承諾提供優質服務，於視

頻廣播和數據連接市場吸引越來越多的不同類型客戶群。隨著快將發射的亞洲九號衛星

所帶來額外容量及更廣闊覆蓋範圍，配合我們重組後銷售團隊提供更具靈活性的服務，

亞洲衛星具備更強實力，一切準備就緒，以滿足現有和潛在商業及技術客戶和夥伴的需

要。 

 

亞洲三號 S 衛星定位於東經 146 度，現時仍在運作中提供服務。 

 

亞洲四號衛星定位於東經 122 度，於亞太地區提供電視廣播分發、直接到戶（DTH）電

視服務和寬頻服務。越來越多廣播機構利用亞洲四號衛星作為電視廣播分發平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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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亞洲四號衛星在亞洲區推廣衛星作超高清（UHD）電視廣播而創新推出之「4K-SAT」

頻道，傳送超高清視頻內容。 

  

亞洲五號衛星定位於東經 100.5 度，繼續成為我們專門向亞洲區觀眾即時傳送世界各地

體育盛事及國際大事之主要分發平台，包括現場直播東盟峰會等政經大事，以及足球賽

事、高爾夫球大賽和棒球比賽。此外，亞洲五號衛星亦向航空和電訊客戶提供嶄新的甚

小口徑終端機服務。 

 

亞洲六號衛星定位於東經 120 度，提供一個於中國各地傳送優質高清電視（HDTV）服

務之高價值平台。 

 

亞洲七號衛星定位於東經 105.5 度，為環球電視網絡向南亞和東亞地區傳輸優質內容分

發的首選區域平台，以及於中國提供航空服務之主要衛星。 

 

亞洲八號衛星定位於西經 4 度，載有二十四個高功率的 Ku 波段轉發器和一個 Ka 波段載

荷。隨著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與 Spacecom 達成一項使用合約，最少為期四年使用整個 Ku

波段載荷，該衛星遷移至西經 4 度後，已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底投入服務。 

 

亞洲九號衛星為定位於東經 122 度亞洲四號衛星之替代衛星，其建造工程於二零一七年

四月完成。繼質子火箭於二零一七年六月成功恢復升空，發射供應商 ILS 最近確定其發

射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底。亞洲九號衛星載有 28 個 C 波段和 32 個 Ku 波段轉發器及

一個 Ka 波段載荷，將提供專門為印尼和緬甸等新興市場而設的額外功率和頻譜容量。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已出租或使用的轉發器共 125 個，包括 24 個 Ku 波段轉發器

出租予 Spacecom 之亞洲八號衛星，而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有 99 個。於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整體轉發器使用率為 73%，而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則為 67%。 

 

與此同時，本公司就設計、採購和發射一枚載有 Ka 波段容量供數據服務使用之高通量衛

星，現已進入最後策劃階段。 

 
 
 
 
 

新簽訂及續期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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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首六個月，亞洲衛星增添多名新客戶和夥伴，他們尋求向亞洲各地提供嶄

新、可靠且價格具競爭力的視頻和數據分發服務。 

 

同時，我們不斷強化視頻客戶和夥伴關係，並且受惠於區內歷史悠久和聲譽超著客戶群。

他們為超過二百五十間視頻和電台廣播機構及近七百條電視和電台頻道，經由地面、有

線電視、直接到戶電視和網路電視平台，服務亞太地區內超過八億三千萬個家庭用戶。 

 

亞洲衛星的新增及續期客戶包括眾多廣播和數據分發商，分別來自澳洲、印度、巴基斯

坦、孟加拉、緬甸、新加坡、台灣、香港及中國，以至歐洲和美國。於二零一七年上半

年，本公司與 Globecast、歐洲廣播聯盟及緬甸 KBZ 簽訂多項新和續期協議，為 RTR 

Planeta 於亞洲傳送俄羅斯電視服務，並為土耳其 TRT 傳送新的高清國際新聞服務。 

 

南亞和東南亞新興市場例如緬甸和斯里蘭卡之視頻和數據分發服務，銷售商機不斷湧現，

因為本公司的直接到戶電視服務容量正好配合區內轉變中的人口特質和經濟發展。現時，

由標清（SD）升級至高清（HD）服務所增加使用的容量與預期一致，而來自亞洲、歐洲

和中東地區客戶推出之新高清服務，亦帶動本公司擁有廣闊波束的 C 波段容量之使用率

有所提高。 

 

臨時租用（OU ）服務方面，於本年首六個月，亞洲衛星供應容量用於傳送澳洲網球公開

賽、德國甲級足球聯賽、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英格蘭足總盃、於加州舉行之金球獎和

奧斯卡金像獎、於達沃斯舉行之世界經濟論壇，於北京舉行之一帶一路論壇，以及慶祝

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大會。 

 
 

市場回顧 

 

儘管環球衛星市場仍充滿挑戰，亞太大部分地區之經濟向好和人口優勢持續帶來吸引力。

中國、印度、印尼及越南等市場之本地生產總值年增長率保守估計維持於每年 5%以上，

直至二零二零年及以後日子。 

 

亞洲區年青人口較多的特質及對具技術靈活性的視頻和數據服務越趨嚴格的要求，轉化

為區內衛星服務之光明前景。憑藉豐富的市場知識和長遠客戶關係，我們得享先機，以

滿足服務夥伴和最終用戶之需要和期望。 

 

Over-the-Top（OTT）服務快速演變的商業模式，以及供流動和固網寬頻視頻和數據使

用的高速分發地面服務漸趨普及，吸引電訊和視頻行業的新投資，帶動對衛星服務的需

求得以改善，但其較低定價亦造成上文所述的價格壓力。 



 

 8 / 20頁 

 

 

 

現時亞洲區只有 20% 付費電視用戶家庭由標清轉移至高清服務。高清付費電視用戶於美

洲例如巴西和美國的滲透率達到超過 70%，亞洲衛星穩踞有利位置，從填補市場的巨大

缺口中獲益。此外，截至二零一七年年初，亞洲區電視家庭用戶只得 12%連接至超高清

4K 服務，主要因為缺乏真正 4K 內容。我們預見隨著二零二零年日本奧運會舉行，以及

未來三至五年的其他高價值體育和娛樂盛事，將推動開發對較高價值 4K 和 8K 格式的超

高清電視和視頻遊戲服務需求這龐大市場。 

 

 

展望  

 

二零一七年餘下日子，我們並不預期市場大環境會出現任何重大改變，而亞洲衛星所面

對的挑戰亦與整體衛星行業大致相同。來自地面系統之競爭加劇，對世界其他地方衛星

營運商構成打擊，但由於亞太區很多地區仍缺乏具質素之地面網絡，預料於短至中期內

不會於亞洲區帶來顯著影響。 

 

由於提早償還於二零一五年七月提取之銀行貸款，本集團將撇銷尚未攤銷行政費用結餘

約 26,000,000 港元，因而影響二零一七年下半年的溢利。新融資提供對本集團更佳的條

款，進一步強化本集團的資本結構。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多位前董事局成員 James Watkins 先生、Kenneth McKelvie 先

生及殷尚龍先生所作出的寶貴貢獻，同時歡迎雷納德先生、范翎斯先生及張淑國先生加

入成為亞洲衛星董事局新成員。 

 

最後，本人多謝管理層及營運員工的努力不懈，鞏固亞洲衛星的業界領先地位，更要對

各位客戶及股東一直以來對本公司之支持表示謝意。 

 
 

主席 

居偉民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精簡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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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四 642,351  640,041 
服務成本  (314,261)  (314,646) 

毛利  328,090  325,395 
行政開支  (98,215)  (63,295) 
其他收益–淨額 五 33,354  728 

經營溢利 五 263,229  262,828 
財務開支 六 (32,291)  (20,713) 

除所得稅前溢利  230,938  242,115 
所得稅（開支）／抵免 七 (51,297)  7,114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179,641  249,229 

     
期內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如下：     
   - 本公司擁有人  179,671  249,229 
   - 非控股權益  (30)  - 

  179,641  24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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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6  0.64 

     
每股攤薄盈利 八 0.46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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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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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93  17,785 
物業、機器及設備  6,720,684  6,830,436 
未開賬單應收賬項  18,903  19,575 
按金  2,851  2,851 
非流動資產總額  6,759,931  6,870,647 
     
流動資產     
未開賬單應收賬項  6,383  9,21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227,083  317,624 
現金及銀行結餘  497,478  240,583 
流動資產總額  730,944  567,422 
資產總額  7,490,875  7,438,069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39,120  39,120 
儲備     
  - 保留盈餘  3,133,083  3,029,950 
  - 其他儲備  31,787  35,600 
  3,203,990  3,104,670 
非控股權益  874  904 
權益總額  3,204,864  3,105,57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2,793,651  2,913,283 
遞延所得稅負債  423,162  432,271 
其他應付賬項  39,000  39,000 
遞延收入  60,616  67,215 
預先收取之其他款項  -  1,377 
非流動負債總額  3,316,429  3,453,146 
     
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356,987  350,040 
應付建造費用  13,712  30,521 
應付股息  78,239  -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支出  68,529  68,725 
遞延收入  363,178  173,085 
本期所得稅負債  88,937  256,978 
流動負債總額  969,582  879,349 
負債總額  4,286,011  4,332,495 
     
權益及負債總額  7,490,875  7,438,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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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獨立審閱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

料已經由本公司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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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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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之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

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 238,638,000 港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1,927,000 港元）。流動負債包括遞延收入 363,178,000 港元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3,085,000 港元），即不可退回之客戶預付款項，有關金

額於未來十二個月透過提供轉發器容量服務將確認為收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超過其不包

括遞延收入之流動負債為 124,54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去遞延收入

之流動負債淨額為 138,842,000 港元）。經考慮業務表現的合理可能變動及未動用之銀行

融資水平後，根據本集團的預測和推算，董事合理地預期本集團將有足夠資源繼續經營，

以及履行其於本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日期起計未來十二個月到期支付的財務責任。因

此，本集團按可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三. 會計政策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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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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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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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三. 會計政策 (續) 

 

下列各項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經已頒布，惟並非於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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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 租賃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二十八號（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間的資產銷售或

投入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二十二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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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於本集團  

3 生效日期尚待確定 

 

管理層現正評估該等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及現有準則之詮釋的影響。下文列載其對本集團

財務表現及狀況之預期影響： 

 

(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闡述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分類、計量及確認。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之完整版本於二零一四年七月頒布。該準則取代了香港會計

準則第三十九號中與金融工具之分類和計量相關之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保留但簡化了金融資產的混合計量模式，並確定了三個主

要的計量類別：按攤銷成本、按透過其他全面收益計量之公允價值及按透過損益計

量之公允價值。分類基準視乎實體之經營模式及金融資產之合同現金流量特徵而定。

權益工具投資須按公允價值計量，而初始不可撤銷地選擇在其他全面收益列賬的公

允價值變動不會循環入賬，惟有關工具不得持作買賣用途。如權益工具乃持作買賣

用途，則其公允價值變動於損益呈列。金融負債訂有兩個分類類別：按攤銷成本及

按透過損益計量之公允價值。倘非衍生財務負債指定為按值透過損益計量之公允價

值，因負債本身之信貸風險變動而產生之公允價值變動須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除

非該等公允價值變動呈列在損益會造成會計錯配，在此情況下，則所有公允價值變

動均於損益確認。現時有新的預期信貸虧損模式，取代在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九號

中使用已產生減值虧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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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三. 會計政策 (續) 

 

(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透過取代明確對沖有效性測試）放寬對沖有效性要求。

該準則要求對沖項目與對沖工具之間存在經濟關係，且就風險管理而言，「對沖比

率」亦須符合與管理層慣用之模式。編製同期資料仍屬規定之內，惟此規定與現時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九號所編製者不同。 
 

上文所述變動並不會對本集團按攤銷成本列賬之金融工具帶來重大影響。本集團亦

認為，本集團未來的金融資產並不會在信貸風險上有重大不利變動，而採納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九號新的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不會對財務表現及狀況構成重大影響。該

準則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的首個中期期間生效。本集團

並沒有提早採納該新準則。 

 

(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取代過往收入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十八號「收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一號「建築合約」以及與收入確認相關的詮釋。

新準則的原則為收入於貨品或服務的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確認。此準則容許全面追

溯方式採納或經修改追溯方式採納。 

 

管理層現正評估應用該新準則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影響，並已識別下列可能受影響

之範疇： 

 

 來自若干服務協議之收入 –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號之識別履約責任可

能影響收入確認之時間。 

 履行合約產生的若干成本之會計處理 – 若干目前支出之成本或需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十五號予以資本化。 

 具重大融資組成部分的若干合約之會計處理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號要求

就貨幣時間價值之影響調整已承諾之代價金額。 

 

於此階段，本集團未能就新規定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潛在財務影響作出估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號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的首個

中期期間生效。本集團並沒有提早採納該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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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三. 會計政策 (續) 

 

(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於二零一六年一月頒布。鑑於取消區分營業租約及融資

租約，從承租人角度，該準則將導致差不多所有租約均在精簡綜合財務狀況表確

認。根據新準則，資產（使用租賃項目之權利）及涉及支付租金之財務負債需予確

認。唯一例外情況為短期及低價值租賃。 

 

有關出租人之會計處理方法將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此準則將主要影響本集團營業租約之會計處理方法。於財務狀況日期，本集團之不

可撤銷營業租約承擔為 41,925,000 港元。然而，本集團尚未釐定採納該準則後，此

等承擔將會導致確認資產及未來付款責任之金額，以及其如何影響本集團溢利及現

金流量分類。 

 

部分承擔可能因短期及低價值租賃之例外情況而無需確認，而部分承擔可能與不符

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所指租賃之安排有關。 

 

新準則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的首個中期期間生效。於此

階段，本集團並不擬於其生效日前採納該準則。 

 

四.   收入及分類資料 

  

 (甲) 收入 

   

  本集團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 經常性 620,789 609,534 

  出售衛星轉發器容量之收入 6,599 6,697 

  其他收入 14,963 23,810 

   ──────── ──────── 

   642,351 640,0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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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四.   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乙) 分類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已確定為本集團行政總裁。行政總裁是從產品角度考慮業務狀況，

即為廣播及電訊行業提供衛星通訊系統、營運和維修業務。由於本集團只有一項經

營分類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八號之呈報分類，而行政總裁亦以本集團財務報表

作定期審閱用於分配資源和評估經營分類表現的資料，因此本精簡綜合中期財務資

料並沒有呈列業務分類之獨立分析。 

 

上文附註四（甲）呈報之收入代表與第三方進行之交易，並採用與精簡綜合全面收

益表一致的方式向行政總裁呈報。 

 

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截至二零一七年六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香港及中國客

戶（香港除外）之收入分別為 72,217,000 港元（截至二零一六年六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90,839,000 港元）及 142,506,000 港元（截至二零一六年六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156,082,000 港元），而來自其他國家客戶的收入總額為 427,628,000 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93,120,000 港元）。為作分類之用，收

入之來源地乃根據客戶公司之成立地點而決定，而並非按照本集團衛星之覆蓋範

圍，主要當中涉及在單一衛星轉發器容量安排下，可同時向多個地區範圍進行傳

輸。 

 

提供予行政總裁有關資產總額及負債總額之金額採用與精簡綜合財務狀況表一致的

方式進行計量。所有資產及負債與業務設於香港亦是本集團的唯一經營分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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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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1,224) (893) 

出售除轉發器外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虧損淨額 (169) 165 

其他（附註） (31,961) - 

 ─────── ─────── 

其他收益  - 淨額 (33,354) (728) 

 ═══════ ═══════ 

   

薪金及其他福利，包括董事酬金 68,650 56,375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5,815 6,521 

退休金成本 – 定額供款計劃 4,674 5,200 

 ─────── ─────── 

員工總支出 79,139 68,096 

 ═══════ ═══════ 

   

核數師酬金 980 918 

貿易應收賬項減值（回撥）／撥備 - 淨額  (234) 2,494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260,743 261,026 

營業租約                                

- 物業 4,213 3,987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92 292 

匯兌虧損淨額  23,104 6,712 

 ─────── ─────── 

附註：此收入主要來自為一名客戶解決一宗拖延已久，與提供服務予客戶之相關稅務事宜而

獲得的一次性收入。 

 

六.   財務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借貸所產生的利息開支 61,421 67,049 

減：為合資格資產利息資本化金額 (29,130) (46,336) 

 ─────── ─────── 

總額 32,291 20,713 

 ═══════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釐定利息資本化數額所採用之利率為 4.10%（二

零一六年六月三十日：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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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七. 所得稅開支／（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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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六年六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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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六年六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 至 43.2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21,476 24,190 

- 海外稅項（附註（乙）） 38,930 15,247 

- 過往年度調整（附註（甲）） - (40,786) 

 ─────── ─────── 

本期稅項總額 60,406 (1,349) 

   

遞延所得稅 (9,109) (5,765) 

 ─────── ─────── 

所得稅開支／（抵免） 51,297 (7,114) 

 ═══════ ═══════ 

 

附註： 

 

(甲)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本集團接獲稅務當局有關不批准在過往課稅年度扣除若干項目之

評稅通知書，並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作出額外的稅項撥備。於截

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此等評稅通知書提出反對。根據二零

一六年五月接獲來自稅務當局之修訂評稅通知書，有關於過往課稅年度扣除該等項目

仍維持不可扣除之決定，惟與該等項目有關之相關收入亦同時決定為無需課稅。隨後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本集團接獲 2012/13 至 2013/14 課稅年度之退稅總額約

30,000,000 港元。因此，本集團就接獲評稅令，並對過往 2012/13 至 2015/16 課稅年

度作出的額外稅項撥備共 41,000,000港元進行回撥。 

 

(乙) 本集團就提供轉發器容量所賺取收入與印度稅務當局已進行訴訟多年。本集團被印度

稅務當局就提供轉發器容量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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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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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七. 所得稅開支／（抵免）（續） 

  

附註：（續） 

 

 (乙)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印度國會通過了財政法案，若干修訂已經實施，而且具有追溯效

力。根據印度所得稅法（經前述財政法案修訂），本集團提供衛星轉發器容量予印度

居民客戶，或若干非印度居民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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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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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自二零一二財政年度開始已

就印度所得稅作出撥備，根據目前所得之過往資料反映有關金額為恰當及保守的，亦

同時在印度法院的稅務訴訟中就本集團的立場作出抗辯。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本集團根據二零一六年直接稅務爭議和解計劃（「二零一六年和

解計劃」）向印度稅務當局提交申請，以解決由 1997/98 至 2012/13 評稅年度之稅務

爭議。二零一六年和解計劃由印度政府引入，讓合資格納稅人可以就具追溯效力之經

修訂的二零一二年財政法案所引起的爭議，與印度稅務當局達成和解，條件為撤回所

有待決上訴／令狀，然後任何逾期未付稅款之利息和罰款將獲印度稅務當局予以豁

免。於二零一七年二月，本集團接獲印度稅務當局之通知，確定尋求該十六個評稅年

度最後和解之應付稅款金額，為約等於 193,000,000 港元之印度盧比，本集團已支付

此金額。該十六個評稅年度之印度所得稅全部稅項負債於本期間已全數清繳。 

 

對於隨後評稅年度（即 2013/14 及以後評稅年度），本集團仍可能繼續就印度稅務當

局之評稅令盡力作出申辯。 

 

根據從印度稅務當局接獲之最新評稅令，以及本集團印度顧問提供之建議，本集團已

作出其最佳估計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記錄一項約 31,000,000 港元

稅項撥備（截至二零一六年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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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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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79,671 249,229 

 ═══════ ═══════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0,762 390,918 

 ═══════ ═══════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0.46 0.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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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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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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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本公司股份於期內之平均市價）可取得的本公司普通股

數目釐定。以上計算的股份數目是假設全數歸屬之限制性股份，而須為此而發行的股份數

目比較。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零一六年十月發行的購股權具攤薄作用。根據假設購股權獲行使而應發行的股

份數目減去以相同所得款項總額按公允價值（即本公司股份於期內之平均市價）而可能已

發行的股份數目釐定為以零代價發行的股份數目；而將以此零代價發行的股份數目計入普

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內，以計算出每股攤薄盈利的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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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八.     每股盈利（續） 

  

 攤薄（續）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轉換購股權對每股基本盈利具反攤薄作用。 

  

九.     股息 

 

董事局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0.18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每股 0.18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股息：無） 70,415 - 

 ──────── ─────── 

 70,415 - 

 ════════ ═══════ 

– 完 – 

 

詳細中期業績報告刊於亞洲衛星網站(www.asiasat.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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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公司，透過該公司的六枚衛星，包括亞

洲三號 S 衛星、亞洲四號衛星、亞洲五號衛星、亞洲六號衛星、亞洲七號衛星和亞洲八號衛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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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條電視及電台頻道，接入達八億三千

萬戶電視家庭。亞洲衛星的最新衛星－亞洲九號衛星，預計於 2017 年 9 月底進行發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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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nkedIn | Facebook | Mobile App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79,671 249,229 

 ═══════ ═══════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0,762 390,918 

獎勵股份之影響（千股） 881 1,770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1,643 392,688 

 ═══════ ═══════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元） 0.46 0.63 

 ═══════ ═══════ 

   

http://www.asiasat.com/zh-hant/investors/statutory-announcement
http://www.asiasat.com/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asiasat
https://www.facebook.com/asiasat2014
http://www.asiasat.com/modules/contrib/send_push/redirec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