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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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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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ACIFIC ANDE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太平洋恩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74）

海外監管公告

有關中漁集團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公告

太平洋恩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公告中漁集團有限公司
（「中漁」）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
公司（「新交所」）公佈。中漁乃本公司佔 38%權益之非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其股
份於新交所上市。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刊發。
下文為中漁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遵照新交所上市手冊而刊發之複製公告。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鄭鳳英女士、黃裕翔先生、黃裕桂先生、黃
裕培先生及黃培圓女士；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嘉彥先生、郭琳廣先生
及杜國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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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中漁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在新加坡刊發之公告內容。

附註： 「本公司」及「本集團」分別指中漁集團有限公司以及中漁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中漁集團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止期間之第三季度財務報表及股息公告

第一部分－ 季度（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及第三季度）、半年度及全年業績公告
規定資料

1(a) 本集團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或全面收益表連同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
報表。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之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三季度 截至下列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 增加╱（減少）

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 增加╱（減少）

千美元 千美元 % 千美元 千美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136,245 154,971 (12.1) 336,858 480,063 (29.8)
銷售成本 (69,634) (52,242) 33.3 (163,027) (213,860) (23.8)
船舶經營支出 (31,674) (43,742) (27.6) (63,654) (99,972) (36.3)    

毛利 34,937 58,987 (40.8) 110,177 166,231 (33.7)
其他經營收入 285 946 (69.9) 3,482 7,066 (50.7)
銷售支出 (5,127) (7,382) (30.5) (11,130) (20,360) (45.3)
行政支出 (7,885) (7,535) 4.6 (20,966) (21,461) (2.3)
其他經營支出 (8,417) (1) 841,600.0 (15,300) (6,336) 141.5
財務支出 (10,979) (20,767) (47.1) (51,114) (63,577) (19.6)    

除所得稅前溢利 2,814 24,248 (88.4) 15,149 61,563 (75.4)
所得稅利益（支出） 24 (4,627) (100.5) 6,315 (8,671) (172.8)    

期內溢利 2,838 19,621 (85.5) 21,464 52,892 (59.4)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015 18,658 (94.6) 18,128 50,863 (64.4)
非控股權益 1,823 963 89.3 3,336 2,029 64.4    

2,838 19,621 (85.5) 21,464 52,892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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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三季度 截至下列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 增加╱（減少）

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 增加╱（減少）

千美元 千美元 % 千美元 千美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2,838 19,621 (85.5) 21,464 52,892 (59.4)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本集團海外業務之

匯兌差額 – 1,250 (100.0) – 312 (100.0)

－物業重估虧損 – – 無意義 (107) 338 (131.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全面收入總額 2,838 20,871 (86.4) 21,357 53,542 (60.1)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015 19,908 (94.9) 18,021 51,519 (65.0)

非控股權益 1,823 963 89.3 3,336 2,023 64.9    

2,838 20,871 (86.4) 21,357 53,542 (60.1)    

包括利息收入之其他經營
收入 285 946 (69.9) 3,482 7,066 (50.7)

借貸利息 (10,422) (20,319) (48.7) (50,030) (62,401) (19.8)

計入財務支出之優先票據發
行支出攤銷 (557) (448) 24.3 (1,084) (1,176) (7.8)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攤銷 – – 無意義 – (13,865) (100.0)

折舊支出 (19,574) (19,581) (0.0) (50,417) (63,110) (20.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虧損 (1,607) (344) 367.2 (2,608) (519) 402.5

提早贖回優先票據成本 (5,625) – 無意義 (5,625) – 無意義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1,994) (502) 297.2 (1,687) 1,046 (261.3)

外匯兌換收益 799 1,224 (34.7) 953 591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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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 發行人及本集團財務狀況表連同上一個財政年度年結時之比較報表。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1,275 129,086 111 104
貿易應收款項 110,069 144,757 – –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12,852 226,304 3,178 71
衍生金融工具 – 139 – –
向供應商墊付款項 40,500 40,500 – –
預付所得稅 10,339 7,237 – –
遞延支出 54,294 41,598 – –
存貨 235,165 158,404 – –
應收供應商╱向供應商預付
款項即期部分（附註１） 61,645 109,000 – –    

流動資產總值 766,139 857,025 3,289 175    

非流動資產：
應收供應商╱向供應商預付款
項（附註１) – 21,525 – –
物業、廠房及設備 558,457 602,655 – –
投資物業 3,128 3,385 – –
商譽 95,721 95,721 – –
捕撈及廠房許可證 1,222,670 1,222,670 – –
聯營公司 6,663 4,629 – –
附屬公司 – – 887,716 672,844
持有至到期之財務資產 – – 3,060 3,060    

非流動資產總值 1,886,639 1,950,585 890,776 675,904    

資產總值 2,652,778 2,807,610 894,065 676,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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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9,789 16,599 –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5,422 27,456 1,219 606
衍生金融工具 1,548 – – –
應付所得稅 8,102 10,076 – –
融資擔保合約 – – 4,068 4,068
銀行貸款即期部分 294,642 303,607 – –    

流動負債總額 329,503 357,738 5,287 4,674    

非流動負債：
融資擔保合約 – – 12,148 15,127
長期應付款項 11,898 24,869 – –
銀行貸款 290,391 376,370 – –
優先票據 284,631 532,136 – –
遞延稅項負債 298,762 307,469 – –    

非流動負債總額 885,682 1,240,844 12,148 15,12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4,172 102,318 184,172 102,318
儲備 1,247,905 1,104,530 692,458 553,96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1,432,077 1,206,848 876,630 656,278
非控股權益 5,516 2,180 – –    

權益淨額 1,437,593 1,209,028 876,630 656,278    

負債及權益總額 2,652,778 2,807,610 894,065 676,079    

附註：

1. 應收供應商╱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長期供應協議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終止，已預付之固定價款可以現金或以魚類供應
方式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前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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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i) 本集團借貸及債務證券總額。

一年或以內應付或按要求償還款額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153,127 141,515 67,474 236,133

一年後償還款額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 575,022 – 908,506

任何抵押品詳情

存貨貸款以賬面淨值約129,800,000美元（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49,500,000

美元）存放於秘魯之魚粉存貨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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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本集團之現金流量表連同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報表。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三季度 截至下列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
除所得稅前溢利 2,814 24,248 15,149 61,563
調整項目：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攤銷 – – – 13,865
優先票據發行支出攤銷 557 448 1,084 1,176
折舊支出 19,574 19,581 50,417 63,110
投資物業重估虧損（收益） – – 257 (10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
虧損 1,607 344 2,608 519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虧損 – – – 3,999
利息支出 10,422 20,319 50,030 62,401
提早贖回優先票據成本 5,625 – 5,625 –
利息收入 (19) (6) (57) (6)
申索撥備 – – – 3,223
法定僱員應佔溢利 – 1,721 – 5,111    

營運資金調動前之經營現金流 40,580 66,655 125,113 214,859
貿易應收款項 (9,360) (11,721) 34,688 16,405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0,268 42,522 13,452 (36,304)
遞延支出 4,454 (13,047) (12,696) (14,218)
存貨 (149,715) (19,171) (76,761) (85,194)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2,034) – (2,034) –
貿易應付款項 (3,246) 3,950 (6,810) 2,74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及
長期應付款項 (5,195) (10,506) (19,054) (18,284)
衍生金融工具 1,994 502 1,687 (1,046)    

經營業務（耗用）產生之現金 (112,254) 59,184 57,585 78,966
已付利息 (14,412) (7,514) (54,570) (48,921)
已繳所得稅 (2,448) (3,571) (7,468) (5,369)    

經營業務（耗用）產生之
現金淨額 (129,114) 48,099 (4,453) 2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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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三季度 截至下列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業務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3,479) (33,019) (9,247) (52,41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
款項 – – 313 1,394
退回預付供應商款項 – 60,000 68,880 60,000
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 – – – (7,129)
已收利息 19 6 57 6    

投資業務（耗用）產生之
現金淨額 (3,460) 26,987 60,003 1,861    

融資業務
新增銀行貸款 – 6,996 – 550,000
償還銀行貸款 (31,818) – (131,818) (561,595)
新增營運資金貸款 131,761 – 36,874 61,582
贖回優先票據 (255,625) – (255,625) –
來自供股之所得款項淨額 207,208 – 207,208 –
已派股息 – – – (16,143)
償還融資租約承擔 – (1,038) – (3,052)    

融資業務產生（耗用）之
現金淨額 51,526 5,958 (143,361) 30,79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
增加淨額 (81,048) 81,044 (87,811) 57,329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2,323 50,861 129,086 74,576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1,275 131,905 41,275 131,905    

包括：
銀行現金 28,851 131,288 28,851 131,288
手頭現金 12,424 617 12,424 617    

41,275 131,905 41,275 13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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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 反映發行人及本集團 (i)全部權益變動或 (ii)資本化發行及向股東作出分派以
外權益變動之報表，連同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報表。

股本 股份溢價
認股權
證儲備 其他儲備

外幣匯兌
儲備 重估儲備 合併儲備 保留盈利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本集團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102,318 521,382 – – 3,835 7,053 (30,503) 561,836 8,420 1,174,34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932) 338 – 32,205 1,060 32,671
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而
產生之非控股權益 – – – 855 – – – – (7,984) (7,129)

於二零一三財政年度每股
普通股1.0新加坡仙之末
期股息 – – – – – – – (16,143) – (16,143)          

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二十八日結餘 102,318 521,382 – 855 2,903 7,391 (30,503) 577,898 1,496 1,183,74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1,250 – – 18,658 963 20,871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結餘 102,318 521,382 – 855 4,153 7,391 (30,503) 596,556 2,459 1,204,611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102,318 517,951 3,431 855 3,835 7,879 (30,503) 601,082 2,180 1,209,02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07) – 17,113 1,513 18,519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八日結餘 102,318 517,951 3,431 855 3,835 7,772 (30,503) 618,195 3,693 1,227,54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1,015 1,823 2,838
因供股而發行股份 81,854 125,888 – – – – – – – 207,742
股份發行支出 – (534) – – – – – – – (534)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結餘 184,172 643,305 3,431 855 3,835 7,772 (30,503) 619,210 5,516 1,43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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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股份溢價
認股權
證儲備 其他儲備

外幣匯兌
儲備 重估儲備 合併儲備 保留盈利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102,318 521,382 – – – – – 30,625 – 654,32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9,091 – 9,091
於二零一三財政年度每股
普通股 1.0新加坡仙之末
期股息 – – – – – – – (16,143) – (16,143)          

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二十八日結餘 102,318 521,382 – – – – – 23,573 – 647,27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4,067 – 4,067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結餘 102,318 521,382 – – – – – 27,640 – 651,340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102,318 517,951 3,431 – – – – 32,578 – 656,27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7,604 – 7,604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八日結餘 102,318 517,951 3,431 – – – – 40,182 – 663,88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5,540 – 5,540
因供股而發行股份 81,854 125,888 – – – – – – – 207,742
股份發行支出 – (534) – – – – – – – (534)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結餘 184,172 643,305 3,431 – – – – 45,722 – 87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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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i) 自上一個報告期間結束以來，由供股、紅股發行、股份購回、行使購股權或
認股權證、兌換其他股本證券發行、發行股份以換取現金或作為收購代價或
基於任何其他理由產生之任何本公司股本變動詳情。同時呈列於本報告財政
期間結束時及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兌換全部未行使可換股工具時可
發行之股份數目，以及持作庫存股份（如有）佔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發行
人之庫存股份）之股份數目。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止第三季度，本公司以供股方式（每持有五股
現有股份可認購四股新股份）按每股0.173新加坡元之發行價發行1,637,083,636

股每股面值0.05美元之新普通股（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止第三季度：
無發行股份）。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行使價為每股 0.44新加坡元之 113,636,363份認
股權證尚未行使（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行使價為每股0.52新加坡元之
96,153,846份認股權證尚未行使）。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止第三季度，本公司並無購買其本身任何股份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無）。

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本公司並無任何
尚未行使之可換股工具及庫存股份。

1(d)(iii) 呈列於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上年度結束時已發行股份總數（庫存股份除外）。

本財政期間結束時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庫存股份除外）為3,683,438,182股（二零
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2,046,354,546股）。

1(d)(iv) 呈列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庫存股份之全部銷售、轉讓、出售、註銷及╱或
使用之報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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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數據是否經審核或審閱，並按哪些準則或慣例審核或審閱。

有關數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3. 如數據已經審核或審閱，則提供核數師報告（包括任何保留意見或重點事項）。

不適用。

4. 是否採用與發行人最近期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該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
經審核財務報表應用者一致。

5. 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出現任何變動（包括會計準則所規定者），請註明所出
現變動、變動原因及影響。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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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集團於本報告期間及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每股普通股盈利（已扣除任何
優先股股息撥備）。

本集團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三季度 截至下列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普通股盈利

(i) 根據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計算 0.03美仙 0.91美仙 0.75美仙 2.47美仙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盈利 1,015,000美元 18,658,000美元 18,128,000美元 50,863,000美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
權平均股數 3,117,651,612 2,056,801,793 2,414,304,296 2,056,801,793

(ii) 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 0.03美仙 0.91美仙 0.75美仙 2.47美仙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盈利 1,015,000美元 18,658,000美元 18,128,000美元 50,863,000美元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股數 3,117,651,612 2,056,801,793 2,414,304,296 2,056,801,793

用以計算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止第三
季度及九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分別已透過計
入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止期間進行供股之影響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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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發行人於以下期間結束時之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計算之發行
人及本集團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

(a) 本報告財政期間；及

(b) 上一個財政年度。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八日

按報告期間結束時現有已發行
股本計算之每股普通股
資產淨值 0.39美元 0.59美元 0.23美元 0.32美元

8. 本集團之表現回顧，須涵蓋足以合理瞭解本集團業務所需資料。回顧必須論
述下列項目：

(a) 影響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之營業額、成本及盈利之任何重大因素，
包括（如適用）季節性或週期性因素；及

(b) 影響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之現金流量、營運資金、資產或負債之任
何重大因素。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秘魯鳳尾魚捕獲總量大幅增加。自二零一五年四月開始的
捕魚成績理想，中北部鳳尾魚捕撈作業二零一五年A季可捕撈總量（「可
捕撈總量」）為2,580,000噸（二零一四年Ａ季：2,530,000噸）。季末，我們已
捕撈421,800噸或耗用97%的捕撈配額並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初全數耗用我
們的配額。於該季度，本集團於南部漁場捕撈31,179噸漁獲，為二零一四
年同季捕撈量的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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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魚粉生產自二零一五年四月起恢復正常後，魚粉的市價於二零一五
年六月中旬趨於穩定，維持在每噸1,600美元水平。中國南方的持續暴雨
延遲了幾個主要生產區域水產養殖季節的開始，故暫時導致中國季內對
魚粉的需求疲軟。儘管如此，每噸1,600美元的價格仍高於過去五年的平
均價格1,468美元。

於二零一五年A季，我們於秘魯業務持續進行的成本控制帶來正面成
效。生產效率帶動魚粉的每噸生產成本由1,340美元下降至1,224美元。

我們在納米比亞營運的中漁船隊（「中漁船隊」）錄得比去年同期高的銷
量。基於捕撈量上升及燃料成本下降，營運利潤率亦持續改善。

公司發展

本集團捕魚業務為確保維持最高可行標準，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成立跨
部門並涵蓋整個集團的捕魚事務委員會 (Fishing Matters Committee)（「捕魚
事務委員會」），評估有關捕魚事務的合規情況，例如遵守規例及規定、
慣例、執業守則及漁業可持續發展（包括供應鏈及可追溯源頭）的情況，
並提供意見。捕魚事務委員會須向高級管理人員及本公司董事會企業社
會責任委員會報告。國際知名漁業專家Keith Sainsbury博士已獲委任為捕
魚事務委員會的顧問，檢討供應鏈的政策並建立持續供應鏈審核程序。

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完成五股供四股之供股發行後，本集團籌得款
項淨額約282,500,000新加坡元（相當於207,200,000美元）。本集團已動用
237,100,000新加坡元（相當於173,900,000美元）連同內部資金，全數贖回由
Copeinca發行於二零一七年到期之250,000,000美元9.0%票據（「Copeinca票
據」）。所得款項餘額約45,400,000新加坡元（相當於33,300,000美元）則主要
用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贖回Copeinca票據後，於秘魯的Copeinca SAC及
CFG Investments SAC將合併為一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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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三月，我們宣佈擬於三年內降低淨債務相對權益比率至
75%。贖回Copeinca票據後，淨債務相對權益比率在季末已遠超過該目
標，降低至57.8%。

財務回顧

收益表

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第三季度（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止三個月）與
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第三季度（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止三個月）之
比較

本集團收益由155,000,000美元減少12.1%至136,200,000美元。

秘魯魚粉業務的收益佔總收益59.5%，由 121,100,000美元減少33.1%至
81,100,000美元，主要由於銷量下跌。二零一五年A季（由二零一五年四月
開始）的產品銷售如常開展，直至回顧季度結束。此外，由於二零一四年
Ｂ捕撈季節的取消，本季度概無任何結轉自上季度的存貨。

中漁船隊的收益佔總收益14.1%，由9,100,000美元增加111.7%至19,200,000

美元，主要由於銷量增加。

合 約 供 應 業 務 收 益 佔 總 收 益 26.4%，由 24,800,000美 元 增 加 45.3%至
36,000,000美元，主要由於俄羅斯主要捕撈季節後交易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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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收益的地區分析如下：

所佔總收益百分比

目的地

二零一五
財政年度
第三季度

二零一四
財政年度
第三季度

中國 84% 43%

南美 6% 6%

西非 5% 5%

歐洲 3% 25%

東南亞 2% 5%

日本及韓國 – 14%

其他 – 2%

100% 100%

銷售成本及船舶經營支出由96,000,000美元增加5.5%至101,300,000美元。
儘管燃料成本下降及有效成本管理，毛利由59,000,000美元減少40.8%至
34,900,000美元，原因為魚粉及魚油的銷量減少。

銷售支出由7,400,000美元減少30.5%至5,100,000美元，主要由於銷量減少。

行政支出由7,500,000美元增加4.6%至7,900,000美元，主要由於有關企業
活動及其他諮詢服務之一次性法律及專業費用。

於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第三季度，其他經營支出為8,400,000美元，主要指
贖回Copeinca票據的成本（5,600,000美元）及對沖應收款項而訂立的遠期
外匯合約之市值計價虧損（2,000,000美元）。

未 計 利 息、稅 項、折 舊 及 攤 銷 前 盈 利 由66,800,000美 元 減 少 38.7%至
41,000,000美元，反映毛利下降的影響。

財務成本由20,800,000美元減少47.1%至11,000,000美元，主要由於償還貸
款及贖回Copeinca票據。

純利由19,600,000美元減少85.5%至2,8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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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財政年度九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止九個月）與二
零一四財政年度九個月（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止九個月）之比較

集團收益由480,100,000美元減少29.8%至336,900,000美元。

秘魯魚粉業務的收益佔總收益 54.3%，其由 324,600,000美元減少 43.7%至
182,800,000美元，主要由於捕獲量於二零一四年A季下降及秘魯中北部
鳳尾魚捕撈作業於二零一四年B季暫停。魚粉及魚油售價的升幅部分抵
銷了銷量的跌幅。

中漁船隊業務的收益佔總收益 12.3%，其由25,400,000美元增加 63.1%至
41,400,000美元，主要由於銷量增加所致。

合約供應業務的收益佔總收益 33.4%，並由 130,100,000美元減少 13.4%至
112,600,000美元，主要由於長期供應協議終止及未有重續所致。

本集團收益之地區分佈如下：

所佔總收益百分比

目的地

二零一五
財政年度
九個月

二零一四
財政年度
九個月

中國 70% 59%

西非 7% 4%

歐洲 6% 14%

南美 5% 10%

日本及韓國 – 6%

東南亞 5% 3%

其他 7% 4%

100% 100%

儘管燃料成本下降及有效成本管理，毛利由166,200,000美元減少33.7%至
110,200,000美元，主要由於魚粉及魚油的銷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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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收入由7,100,000美元減少50.7%至3,500,000美元，主要由於消耗
品銷售及於第三方捕魚公司因二零一四年B捕撈季節暫停而將其捕獲量
交至我們的加工廠時向其提供的服務減少所致。

銷售支出由20,400,000美元減少45.3%至11,100,000美元，主要由於銷量減
少所致。

其他經營支出由6,300,000美元增加141.5%至15,300,000美元，主要指贖回
Copeinca票據成本、就對沖應收款項而訂立之遠期外匯合約之市值計價
虧損及出售閒置船舶虧損。

未 計 利 息、稅 項、折 舊 及 攤 銷 前 盈 利 由 205,100,000美 元 減 少 39.5%至
124,000,000美元，反映毛利下降的影響，主要由於B季沒有魚獲。

財務支出由63,600,000美元減少19.6%至51,100,000美元，主要由於償還銀
行貸款及贖回Copeinca票據。

純利由52,900,000美元減少59.4%至21,500,000美元。

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與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之比較

總資產由2,807,600,000美元減少5.5%至2,652,800,000美元。

流動資產由857,000,000美元減少10.6%至766,100,000美元。跌幅主要由於
贖回Copeinca票據後現金及銀行結餘減少。存貨結餘由158,400,000美元增
加48.5%至235,200,000美元。增幅乃由於二零一五年A季在秘魯生產的魚
粉及魚油存貨增加。

負債總額由1,598,600,000美元減少24.0%至1,215,200,000美元。流動負債由
357,700,000美元減少7.9%至329,500,000美元，此乃由於償還定期貸款所
致。非流動負債由1,240,800,000美元減少28.6%至885,700,000美元，主要由
於贖回Copeinca票據。隨著本集團持續專注減債，淨債務相對權益比率
由89.7%改善至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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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及流動資金

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第三季度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為 129,100,000美元，主要由於魚粉存貨量上
升。本集團於投資活動支出3,500,000美元，用於秘魯魚粉業務之維修資
本開支。融資活動產生現金流入淨額51,500,000美元。本集團自供股籌得
207,200,000美元，用於贖回Copeinca票據。本集團亦已提取秘魯存貨貸款
作營運資金用途。

於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第三季度，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41,300,000美元。

二零一五財政年度九個月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為4,500,000美元，主要由於魚粉及魚油之銷量
較低且魚粉存貨量上升。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60,000,000美元主要來
自收取長期供應協議供應商之退款。於二零一五財政年度九個月，資本
開支減少至9,200,000美元。融資活動耗用之現金淨額143,400,000美元主
要由於償還銀行貸款及贖回Copeinca票據。

9. 倘過往已向股東披露任何預測或前瞻性聲明，請列明該預測或前瞻性聲明與
實際業績之差別。

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業績公告與於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第二季度之
業績公告向股東披露之前瞻性聲明一致。

10.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對本集團所營運行業之重大趨勢及競爭情況及於下一個
報告期間及未來十二個月可能對本集團構成影響之任何已知因素或事項之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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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景

於二零一五財政年度，我們的主要重點為加強及整合我們的經擴充業務，提
升效率及取得協同效應，確保有效整合管理體系，減少借貸並提升資產負債
表。我們將繼續專注於提高經營效率及審慎管理及預留現金。

我們滿意秘魯在營運方面的合併進度。我們現時已取得重大協同效應，且效
率已提升，預期在未來兩個季度完成秘魯兩項業務的全面合併後，我們將取
得更高的協同效應及效率。鑒於水產業及畜牧業於未來十年的預計強勁增
長，對魚粉及魚油的需求長遠將持續增加。

秘魯生產部將二零一五年B季的南部鳳尾魚可捕撈總量設定為450,000噸。可
捕撈總量令人鼓舞，原因是此數額顯示全年可捕撈總量與過往年度相若，為
825,000噸。此數據顯示目前魚類資源量健康及回復至過往相若的水平。該季
度將自八月開始，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底結束。

全球氣象專家已提出二零一五年下半年可能出現嚴重的厄爾尼諾現象。鑒於
氣候現象反常及氣候難以預測，現時無法準確預計厄爾尼諾現象會否出現以
及其嚴重程度。倘出現厄爾尼諾現象，秘魯水域的鳳尾魚捕撈會受影響，而
影響程度則視乎厄爾尼諾現象的強度。二零一五年A季已結束且有較高的捕
撈量。南部的二零一五年B季剛剛開始，我們已審慎而行並於有需要時適當
調整營運。

管理層充滿信心，只要不存在不可預見情況，二零一五財政年度將能獲得盈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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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a) 本報告財政期間

有否就本報告財政期間宣派任何股息？無。

(b) 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

有否就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宣派任何股息？無。

(c) 派息日期

不適用。

(d) 截止過戶日期

不適用。

12. 倘並無宣派╱建議派付股息，則發出有關聲明。

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並無宣派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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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倘本集團已就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自股東取得一般授權，該等交易總額須遵
守第920(1)(a)(ii)條之規定。倘無法取得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之授權，則須就
此作出聲明。

涉及利益人士名稱

於回顧財政年度所有涉及
利益人士交易之總值（不包括
低於 100,000新加坡元之交易及
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 920條
獲股東授權進行之交易）

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 920條
獲股東授權進行之所有涉及
利益人士交易之總值（不包括
低於100,000新加坡元之交易）

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太平洋恩利資源發展有限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

銷售魚獲 – – – –
銷售魚粉產品 – – – –
購買燃料及其他船舶補給品 – – – –

14. 董事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705(5)條所作確認

吾等代表董事會確認，據吾等所深知，中漁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並不知悉任
何事宜可能導致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於任何重大方面屬
虛假或具誤導成分。

代表中漁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簽署） （簽署）
黃裕翔 陳德熹
執行董事 財務董事

承董事會命

Lynn Wan Tiew Leng

公司秘書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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