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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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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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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漁集團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止第二季度及上半年度之

未經審核業績公告

太平洋恩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公告本公司擁有38%權
益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中漁集團有限公司（「中漁」，其股份於新加坡證券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市）及其附屬公司（「中漁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止第二季度及上半年度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本公告為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刊
發，乃轉載自中漁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遵照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之證券上市手冊編製之公告。

董事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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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嘉彥先生、郭琳廣先生及
杜國鎏先生。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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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中漁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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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止期間之第二季度及上半年度未經審核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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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收益表連同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止第二季度及上半年度之本集團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二季度 截至下列日期止上半年度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八日

增加╱
（減少）

二零一零年
九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八日

增加╱
（減少）

千美元 千美元 % 千美元 千美元 %

營業額 184,963 174,106 6.2 300,022 275,527 8.9
銷售成本 (6,939) (13,322) (47.9) (12,464) (19,374) (35.7)
船舶租賃支出 (30,914) (27,775) 11.3 (45,350) (46,572) (2.6)
船舶經營支出 (81,573) (61,746) 32.1 (133,937) (104,486) 28.2

    

毛利 65,537 71,263 (8.0) 108,271 105,095 3.0
其他經營收入 1,044 1,219 (14.4) 1,289 1,461 (11.8)
銷售支出 (11,776) (10,760) 9.4 (17,304) (18,057) (4.2)
行政支出 (4,554) (4,061) 12.1 (8,615) (7,699) 11.9
其他經營支出 (1,149) (1,253) (8.3) (5,828) (1,253) 365.1
財務支出 (8,626) (7,690) 12.2 (17,026) (14,826) 14.8

    

除稅前溢利 40,476 48,718 (16.9) 60,787 64,721 (6.1)
所得稅利益（支出） 5,295 (1,814) (391.9) 4,685 442 960.0

    

期內溢利 45,771 46,904 (2.4) 65,472 65,16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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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二季度 截至下列日期止上半年度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八日

增加╱
（減少）

二零一零年
九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八日

增加╱
（減少）

千美元 千美元 % 千美元 千美元 %

期內溢利 45,771 46,904 (2.4) 65,472 65,163 0.5
重估物業收益 851 817 4.2 851 817 4.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6,622 47,721 (2.3) 66,323 65,980 0.5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二季度 截至下列日期止上半年度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八日

增加╱
（減少）

二零一零年
九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八日

增加╱
（減少）

千美元 千美元 % 千美元 千美元 %

包括利息收入之
其他經營收入 1,044 1,219 (14.4) 1,289 1,461 (11.8)

借貸利息 (8,306) (7,370) (12.7) (16,386) (14,186) 15.5
優先票據發行開支
攤銷 (320) (320) – (640) (640) –

遞延船舶租賃攤銷 (5,533) (5,533) – (11,067) (11,067) –
折舊支出 (13,436) (3,982) 237.4 (26,275) (9,819) 167.6
定額船舶租賃 (6,480) (6,480) – (13,032) (13,032) –
出售物業、機器及
設備之收益（虧損） 17 (25) (168.0) 34 (25) (236.0)

外匯兌換收益（虧損） 687 (564) (221.8) (645) (841)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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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 發行人及本集團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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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存 32,792 29,119 4,843 125
已扺押存款 – 5,712 – –
貿易應收款項 125,460 38,664 – –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28,722 95,576 – –
預付所得稅 10,590 5,028 – –
遞延支出（附註1) 51,374 55,415 – –
存貨 38,597 13,482 – –
遞延船舶租賃即期部分
（附註1） 22,133 22,133 – –

    

流動資產總值 409,668 265,129 4,843 125
    

非流動資產：
遞延船舶租賃（附註1) 146,923 157,990 – –
物業、機器及設備 526,267 482,717 – –
投資物業 3,218 2,910 – –
商譽 89,480 86,869 – –
捕撈許可證 184,511 184,511 – –
聯營公司 – 1,500 – –
附屬公司 – – 370,320 374,210

    

非流動資產總值 950,399 916,497 370,320 374,210
    

資產總值 1,360,067 1,181,626 375,163 374,335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7,574 15,067 –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32,231 13,630 9,302 208
衍生金融工具 1,049 1,586 – –
應付所得稅 1,095 2,018 – –
融資擔保合約 – – 525 525
融資租約即期部分 4,794 3,989 – –
銀行貸款即期部分 75,327 130,791 – –

    

流動負債總額 132,070 167,081 9,827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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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擔保合約 – – 919 1,181
融資租約 9,907 12,195 – –
銀行貸款 195,764 37,899 – –
優先票據 221,481 220,841 – –
遞延稅項負債 67,166 67,203 – –

    

非流動負債總額 494,318 338,138 919 1,1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1,113 50,121 51,113 50,121
儲備 682,566 626,286 313,304 322,300

    

權益總額 733,679 676,407 364,417 372,421
    

負債及權益總額 1,360,067 1,181,626 375,163 374,335
    

附註：

1. 遞延支出及遞延船舶租賃包括：

遞延支出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第一份船舶經營協議 9,743 4,631
第二份船舶經營協議 4,565 7,334
第三份船舶經營協議 1,574 1,404
第四份船舶經營協議 5,522 6,000
南太平洋業務 24,039 36,046
秘魯魚粉業務 5,931 –

  

51,374 55,415
  

遞延船舶租賃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部分
第一份船舶經營協議 5,600 5,600
第二份船舶經營協議 8,200 8,200
第三份船舶經營協議 8,333 8,333

  

22,133 22,133
  

非即期部分
第一份船舶經營協議 9,831 12,631
第二份船舶經營協議 30,795 34,895
第三份船舶經營協議 106,297 110,464

  

146,923 15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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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i) 本集團借貸及債務證券總額。

於一年或以內到期或按要求償還之金額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41,195 38,926 16,166 118,614

於一年後償還之金額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10,710 416,442 24,645 246,290

任何抵押品詳情

本集團位於秘魯賬面淨值約為 16,600,000美元（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
日：17,200,000美元）之若干辦公室物業、魚粉加工廠房、漁船及車輛乃按
融資租約持有。存貨貸款以賬面淨值約 18,000,000美元（二零一零年九月
二十八日：1,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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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二季度 截至下列日期止上半年度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業務
除所得稅前溢利 40,476 48,718 60,787 64,721
調整項目：
遞延船舶租賃攤銷 5,533 5,533 11,067 11,067
優先票據發行支出攤銷 320 320 640 640
折舊支出 13,436 3,982 26,275 9,819
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308) (308) (308) (308)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
之（收益 )虧損 (17) 25 (34) 25

利息支出 8,306 8,010 16,386 14,826
利息收入 – (126) (4) (171)
申索撥備 114 25 (16) 24    

營運資金調動前之
經營現金流量 67,860 66,179 114,793 100,643

貿易應收款項 (63,520) (40,391) (86,796) (46,459)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
款項 (33,737) (13,795) (32,109) (15,419)

遞延支出 21,736 4,587 4,041 (2,055)
存貨 (21,574) 21,107 (25,115) (4,349)
貿易應付款項 (5,046) 16,273 2,507 14,91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
開支 3,528 11,806 5,638 10,853

衍生金融工具 (327) – (537) –    

經營業務（耗用）產生
之現金 (31,080) 65,766 (17,578) 58,131

已付利息 (2,389) (2,854) (15,639) (15,294)
退回（已付）所得稅 2,224 (1,828) (2,293) (112)    

經營業務（耗用）產生之現金
淨額 (31,245) 61,084 (35,510) 42,725    

投資業務
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19,042) (39,362) (67,439) (73,61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
所得款項 21 21 43 21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A） – – (55) –
已收利息 – 126 4 171    

投資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19,021) (39,215) (67,447) (7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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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二季度 截至下列日期止上半年度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融資業務
已派股息 – (2,103) – (2,103)
新增銀行貸款 55,625 22,585 179,801 90,027
償還銀行貸款 (1,875) (38,035) (77,400) (57,696)
融資租約承擔 (801) (1,276) (1,483) 2,413
已抵押存款增加 – (16) 5,712 (21)    

融資業務（耗用）產生之
現金淨額 52,949 (18,845) 106,630 32,62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
淨額 2,683 3,024 3,673 1,927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0,109 16,157 29,119 17,254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2,792 19,181 32,792 19,181    

包括：
銀行現金 32,517 18,925 32,517 18,925
手頭現金 275 256 275 256    

32,792 19,181 32,792 19,181    

附註A

收購之資產淨值及產生之商譽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止上半年度

合併前
被收購者之

賬面值 公平值調整 公平值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 275 1,464 1,739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37 － 3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49) － (49)
遞延稅項負債 (14) (442) (456)

   

249 1,022 1,271
  

收購所產生商譽 479
 

總代價 1,750
 

收購所產生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55
先前就聯營公司權益支付之代價 1,500
一幅地塊之公平值 195

 

1,750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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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估儲備 合併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本集團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43,014 101,325 － 2,720 (30,503) 297,321 413,87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8,259 18,259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結餘 43,014 101,325 － 2,720 (30,503) 315,580 432,13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817 － 46,904 47,721
二零零九財政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4.2新加坡仙 1,431 22,358 － － － (25,892) (2,103)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八日結餘 44,445 123,683 － 3,537 (30,503) 336,592 477,754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50,121 251,784 12,714 4,323 (30,503) 387,968 676,40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9,701 19,701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結餘 50,121 251,784 12,714 4,323 (30,503) 407,669 696,10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851 – 45,771 46,622
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5.0新加坡仙 992 29,644 – – – (39,687) (9,051)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13 281,428 12,714 5,174 (30,503) 413,753 733,679       

本公司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43,014 101,325 － － － 40,142 184,48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911 911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結餘 43,014 101,325 － － － 41,053 185,39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463 463
二零零九財政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4.2新加坡仙 1,431 22,358 － － － (25,892) (2,103)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
二十八日結餘 44,445 123,683 － － － 15,624 183,752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
二十八日結餘 50,121 251,784 12,714 － － 57,802 372,42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980 980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結餘 50,121 251,784 12,714 － － 58,782 373,40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67 67
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5.0新加坡仙 992 29,644 – – – (39,687) (9,051)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
二十八日結餘 51,113 281,428 12,714 – – 19,162 36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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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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發
行人之庫存股份）中持作庫存股份之股份數目（如有）。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止第二季度，本公司透過以股代息方式
按發行價每股1.95新加坡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1.16新加坡元）發
行19,841,040股（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28,619,588股）每股 0.05美元之
新普通股。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行使價為每股2.10新加坡元之26,666,666份
認股權證尚未行使（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無）。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所授出以認購1,066,274股普通股之股份獎
勵尚未歸屬（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1,180,776股）。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止第二季度，本公司並無購回本身任何
股份（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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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工具及庫存股份。

1(d)(iii) 呈列於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上一個年度結束時之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
括庫存股份）。

本財政期間結束時之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1,022,262,139股
股份（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1,002,421,099股股份）。

1(d)(iv) 呈列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已銷售、轉讓、出售、註銷及╱或使用之
全部庫存股份。

不適用。

2. 有關數據是否經審核或審閱，並按哪些核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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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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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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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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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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二季度 截至下列日期止上半年度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每股普通股盈利

(i) 根據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股數計算；及 4.56美仙  5.43美仙 6.53美仙 7.56美仙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
下列數據計算：
盈利 45,771,000美元 46,904,000美元 65,472,000美元 65,163,000美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
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股數 1,003,302,923 863,149,956 1,002,859,575 861,711,070

(ii) 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  4.56美仙  5.43美仙  6.51美仙  7.55美仙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
下列數據計算：

盈利 45,771,000美元 46,904,000美元 65,472,000美元 65,163,000美元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004,475,824 864,334,407 1,005,516,990 862,90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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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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八日

按本報告期間結束時
現有已發行股本計算之
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 0.72美元 0.67美元 0.36美元 0.37美元

8. 本集團之表現回顧，須涵蓋足以合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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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表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第二季度（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止三個月）與
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第二季度（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止三個月）之
比較

本集團之收益由174,100,000美元增加6.2%至185,000,000美元。拖網及秘魯魚
粉業務分別佔總收益 92.0%及8.0%。

北太平洋拖網業務錄得收益 165,300,000美元，較去年 142,000,000美元增加
16.4%，主要歸因於銷量增加。北太平洋捕撈量之銷售價較為平穩。

儘管一般銷售並無受到日本地震及海嘯之負面影響，付運往日本之魚籽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有所延遲，故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往日本之魚籽銷售將
計入下一季度。

本集團可透過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之休魚期將南太平洋船隊調配至毛里
塔尼亞充分利用其船隊。非洲毛里塔尼亞為目標魚類品種如竹莢魚及沙
丁產量豐富之新捕撈場。毛里塔尼亞拖網業務之首次收益貢獻為4,900,000
美元或佔總收益 2.7%。

秘魯魚粉業務錄得收益由32,100,000美元減少53.9%至14,800,000美元，主要
由於銷售量減少所致。秘魯之捕撈場暫時關閉後，自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第
一季度遺留之存貨結轉減少對銷售量有所影響。秘魯政府為保護海洋幼
魚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一年一月間若干斷續關閉秘魯北部及中
部之捕撈場，以確保魚量得以長遠維持。此舉對結轉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
第二季度之漁獲量以及魚粉及魚油之存貨水平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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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對本集團收益之貢獻如下：

• 中國 65.4%
• 日本及韓國 18.3%
• 歐洲 9.6%
• 西非 2.7%
• 其他 4.0%

毛利由71,300,000美元下降8.0%至65,500,000美元，主要由於調配更多捕撈船
至毛里塔尼亞之船舶經營支出增加32.1%。折舊成本及燃油成本上漲亦導
致支出有所增加。

銷售支出由10,800,000美元增加9.4%至11,800,000美元，主要由於北太平洋之
銷售量增加所致。

財務支出由7,700,000美元增加 12.2%至8,600,000美元，主要由於秘魯魚粉業
務之營運資金獲較高存貨貸款所致。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後盈利（「EBITDA」）由67,200,000美元增加 1.3%
至68,100,000美元。

除稅前溢利由48,700,000美元減少16.9%至40,500,000美元，主要由於經營支
出增加所致。

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第二季度所得稅利益，包括有關秘魯魚粉業務虧損
之遞延稅項利益為 3,600,000美元。

純利由46,900,000美元微降2.4%至45,800,000美元。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與二
零一零財政年度上半年（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之比較

本集團之收益由275,500,000美元增加8.9%至300,000,000美元。拖網及秘魯魚
粉業務分別佔總收益 91.5%及8.5%。

拖網業務產生之收益由230,200,000美元增加19.2%至274,400,000美元，主要
歸因於北太平洋拖網業務之捕撈量上升、南太平洋業務之收益貢獻增加
及毛里塔尼亞拖網業務之首次收益貢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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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魚粉業務產生之收益由45,300,000美元下跌43.6%至25,600,000美元，主
要由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第一季度存貨結轉較少導致於二零一一財政年
度第二季度之銷售量下降所致。秘魯北部之捕撈場暫時關閉後，秘魯政府
為保持海洋幼魚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一年一月期間斷續關閉捕
撈場，以確保魚量得以長遠維持。

各地對本集團收益之貢獻如下：

• 中國 63.1%
• 西非 13.4%
• 日本及韓國 11.9%
• 歐洲 8.2%
• 其他 3.4%

毛利由 105,100,000美元增加 3.0%至108,300,000美元。毛利率由 38.1%下降至
36.1%，主要由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第二季度魚粉業務出現虧損所致。

銷售支出由18,100,000美元下跌4.2%至17,300,000美元，主要由於魚粉及魚油
銷售量下降所致。

其他經營支出由1,300,000美元增加365.1%至5,800,000美元，並已包括建議於
奧斯陸進行第二上市（已於二零一零年撤銷申請）之費用及關閉秘魯魚粉
工廠之一次過成本2,700,000美元。財務成本增加14.8%，乃因用作魚粉業務
營運資金所需資金之借貸總額增加所致。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後盈利（「EBITDA」）由101,700,000美元增加13.2%
至115,200,000美元。

除稅前溢利由64,700,000美元減少6.1%至60,800,000美元，主要由於其經營支
出及財務成本增加所致。

所得稅抵免由 400,000美元增至 4,700,000美元，主要由於秘魯魚粉業務於二
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之經營虧損。

純利由65,200,000美元微升0.5%至65,5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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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與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之比較

資產總值由1,181,600,000美元增加178,500,000美元至1,360,100,000美元，增幅
為15.1%。

流動資產總值由265,100,000美元增至409,700,000美元，增幅為54.5%。貿易應
收款項由38,700,000美元增至125,500,000美元，增加達3.2倍，乃由於北太平洋
之銷售時機所致。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由95,600,000美元增至128,700,000
美元，增幅為34.7%，主要由於就北太平洋及秘魯之主要捕撈季節之預付款
項。存貨由13,500,000美元增至 38,600,000美元，增加 2.9倍，主要由於秘魯之
魚粉及魚油存貨增加所致。秘魯南部之魚粉產量由2,100公噸飆升至21,000
公噸，乃主要由於捕撈量增加。

非流動資產總值由916,500,000美元增加3.7%至950,400,000美元，主要由於增
購兩艘捕撈船，令本集團之捕撈產能進一步提升。

負債總額由 505,200,000美元增加 121,200,000美元至626,400,000美元。

流動負債總額由167,100,000美元下降21.0%至132,100,000美元，主要由於將
債項再融資至較長的到期日，遠遠抵銷存貨貸款之增額。

非流動負債總額由338,100,000美元增加46.2%至494,300,000美元。增加主要
由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訂立之四年期聯合貸款融資。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借款總額中約84.2%為長期債項，而於二零
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則為 66.8%。

淨債務相對權益比率由55.7%增至64.7%，主要由於魚粉業務之營運資金需
求較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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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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第二季度業績公告與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第一季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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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趨勢與競爭情況及可能
於下一個報告期間及未來十二個月對本集團構成影響之任何已知因素或
事項之評論。

展望及前景

秘魯魚粉業務預期自捕撈量增加而受惠。捕撈場於二零一一年四月重新
開放，秘魯鳳尾魚之可捕撈限額總量由2,500,000噸增至3,680,000噸，顯示魚
量恢復良好。

自捕撈季節開始以來，本集團捕撈量增加，平均約每日3,400噸，較二零一一
財政年度首兩個季度之平均捕撈量約每日930噸為佳，由此顯示厄爾尼諾
及拉尼娜現象已成過去。本集團現時因早前收購而享有較多配額份額，並
預期可充分利用其配額份額。

日本核能狀況預期不會對本集團之業務或銷售造成不利影響。

本集團之拖網業務將繼續專注於其核心內部增長策略，其中包括進一步
改善營運效率及船舶使用率。

在公司方面，本集團建議股份在香港聯交所雙重第一上市的籌備工作現
正進行。

本集團將繼續力求增長，在沒有任何不可預見的情況下，管理層深信本財
政年度之經營業績將會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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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a) 本報告財政期間

本報告財政期間有否宣派任何股息？無。

(b) 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

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有否宣派任何股息？無。

(c) 應付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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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止第二季度並無宣派任何股息。

13.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

有利益關係人士名稱

回顧財政年度內所有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總值

（不包括低於100,000新加坡元
之交易及根據新加坡證交所

上市手冊第 920條
按股東授權進行之交易

根據新加坡證交所
上市手冊第 920條
按股東授權進行之
所有有利益關係人士
交易總值（不包括低於
100,000新加坡之交易）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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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漁獲 － － － －
銷售魚粉產品 － － － －
購買燃料及其他船舶補給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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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董事根據新加坡證交所上市手冊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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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事宜致使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第二季度之財務報表於任何重大方面為
虛假或具誤導成分。

代表中漁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執行董事 財務董事
黃裕翔 陳德熹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Yvonne Choo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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