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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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恩利資源發展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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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權
益之非全資附屬公司太平洋恩利資源發展有限公司（「恩利資源」，其股份於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及其附屬公司（「恩利資源集團」）截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本公告為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刊發，乃轉
載自恩利資源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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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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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恩利資源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九日在新加坡刊發之公告內容。

附註： 「本公司」及「本集團」分別指太平洋恩利資源發展有限公司以及太平洋恩利資源發展有
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太平洋恩利資源發展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期間之第一季度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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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之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一季度

增加╱
（減少）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

營業額 2,451,310 1,734,789 41.3
銷售成本 (2,079,567) (1,355,218) 53.4

  

毛利 371,743 379,571 (2.1)
其他經營收入 57,555 10,321 457.6
銷售及分銷支出 (72,860) (47,445) 53.6
行政支出 (36,890) (45,868) (19.6)
其他經營支出 (7,081) (36,496) (80.6)
財務支出 (93,665) (87,196) 7.4

  

218,802 172,887 26.6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34 (771) (104.4)

  

除所得稅前溢利 218,836 172,116 27.1
所得稅支出 (1,220) (4,758) (74.4)

  

期內溢利 217,616 167,358 30.0
  

應佔部分：
本公司擁有人 139,611 100,753 38.6
非控股權益 78,005 66,605 17.1

  

217,616 167,358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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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一季度

增加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

期內溢利 217,616 167,358 30.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本集團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6,172 5 123340.0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09,240 – 無意義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33,028 167,363 99.0
  

應佔部分：
本公司擁有人 255,023 100,758 153.1
非控股權益 78,005 66,605 17.1

  

333,028 167,363 99.0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一季度

增加
（減少）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

包括利息收入之其他經營 
收入 57,555 10,321 457.6

借貸利息 (93,665) (87,196) 7.4
安排人之預付款項攤銷 (43,160) (43,160) –
折舊支出 (144,663) (110,314) 31.1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 
收益 15 136 (89.0)

外匯兌換收益（虧損） 5,846 (5,860) (199.8)
  

附註：

1. 本集團大部分溢利並非產自或源自任何稅務司法權區，故毋須課稅。

2. 折舊支出上升乃由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較高的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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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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826,995 4,727,058 – –
投資物業 49,244 49,244 – –
商譽 2,952,461 2,903,375 – –
向安排人預付款項 1,016,520 1,059,680 – –
向安排人墊付款項 315,900 315,900 – –
可供出售投資 7,800 313,172 – –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 – 5,909,047 5,896,56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90,385 2,195 – –
其他無形資產 1,635,626 1,460,632 – –

    

11,294,931 10,831,256 5,909,047 5,896,566
    

流動資產
存貨 852,742 1,104,979 – –
貿易應收款項及 
應收票據 1,941,749 2,013,017 – –

其他應收款項及 
預付款項 5,638,308 5,568,758 597 511

向安排人預付款項 
即期部分 172,640 172,640 – –

預付所得稅 21,460 23,759 – –
已抵押存款 493,962 488,013 493,278 487,758
銀行結存及現金 297,684 218,067 1,360 11,546

    

9,418,545 9,589,233 495,235 499,81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 
其他應付款項 359,518 433,395 9,635 25,736

應付所得稅 44,662 52,585 – –
結欠太平洋恩利國際 
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之款項 4,729 4,339 – –

衍生金融工具 7,161 6,013 – –
可換股債券 627,940 619,829 627,940 619,829
提取已投保票據及 
已貼現貿易應收 
款項之銀行墊款 55,326 3,650 – –

融資租約即期部分 31,262 31,745 – –
計息銀行借貸即期部分 5,009,119 4,867,287 472,649 472,649

    

6,139,717 6,018,843 1,110,224 1,11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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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3,278,828 3,570,390 (614,989) (618,399)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 56,208 63,372 – –
計息銀行借貸 2,566,169 2,773,185 – –
債券 721,542 713,051 721,542 713,051
遞延稅項負債 534,514 489,740 – –

    

3,878,433 4,039,348 721,542 713,051
    

資產淨值 10,695,326 10,362,298 4,572,516 4,565,11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32,691 832,691 832,691 832,691
儲備 7,222,080 6,967,057 3,739,825 3,732,4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8,054,771 7,799,748 4,572,516 4,565,116
非控股權益 2,640,555 2,562,550 – –

    

權益總額 10,695,326 10,362,298 4,572,516 4,565,116
    

附註： 向安排人預付款項指中漁集團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中漁國際有限公司就長
期租賃漁船之預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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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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763,930 4,959,717 684,522 4,837,989

一年後償還款額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56,208 3,287,711 64,282 3,485,326

任何抵押品詳情

本集團已抵押賬面淨值合共約40,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40,800,000港元）之若干土地及樓宇，以取得一家銀行向本集團授出之按揭
貸款。

本集團於秘魯之若干辦公室物業、魚粉加工廠房、漁船及車輛以融資租約
持有，賬面淨值約66,8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77,600,000港
元）。

中漁集團有限公司一家秘魯附屬公司之存貨貸款以賬面淨值約248,2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61,200,000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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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
除所得稅前溢利 218,836 172,116
調整項目：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34) 771
利息支出 93,665 87,196
利息收入 (865) (32)
安排人之預付款項攤銷 43,160 43,160
折舊支出 144,663 110,314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15) (136)
收購聯營公司所得的負面商譽 (14,614) –
遠期合約之公平值變動 1,148 (12,371)

  

營運資金調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485,944 401,018
存貨 252,237 (163,87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其他應收款
項及預付款項 18,566 889,041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42,376) 47,291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 614,371 1,173,479
已付利息 (90,464) (82,368)
已付所得稅 (10,538) (35,244)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513,369 1,055,867
  

投資業務
已收利息 865 3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15 172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151,112) (387,662)
收購聯營公司的投資 (52,758) –
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 
現金流出淨額（附註b） (204,048) (428)

  

投資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407,038) (38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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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業務
行使認股權證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 – 4,034
取得（償還）太平洋恩利國際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現金淨額 390 (694)

（籌得）償還已投保票據及 
已貼現貿易應收款項之銀行墊款 51,676 (4,265)

融資租約承擔 (7,647) (5,319)
償還銀行借貸淨額 (73,894) (693,756)
已抵押存款（增加）減少 (5,949) 44,642

  

融資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35,424) (655,358)
  

綜合賬目產生之匯兌差額 – 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70,907 12,623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2,025 247,277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附註 a） 282,932 259,905
  

附註 (a)

銀行結存及現金 297,684 261,966
銀行透支 (14,752) (2,061)

  

282,932 25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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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b)

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

合併前被
收購者之
賬面值 公平值調整 公平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資產淨值：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3,807 (10,319) 93,488
其他無形資產 3,120 171,874 174,994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7,200 (352) 16,848
其他應付款項 (81,900) – (81,900)
遞延稅項負債 – (48,468) (48,468)

   

42,227 112,735 154,962
  

收購產生之商譽 49,086
 

總代價 204,048
 

收購所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20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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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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其他儲備
認股權證

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物業重估

儲備
貨幣匯兌

儲備 保留盈利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721,106 2,836,437 305,140 35,482 164,350 – 29,085 (1,896) 2,885,664 2,264,718 9,240,086
行使認股權證時發行股份 877 4,916 – – (1,759) – – – – – 4,03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5 100,753 66,605 167,363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結餘 721,983 2,841,353 305,140 35,482 162,591 – 29,085 (1,891) 2,986,417 2,331,323 9,411,483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832,691 3,453,523 283,128 35,482 – (109,240) 45,909 (6,959) 3,265,214 2,562,550 10,362,29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09,240 – 6,172 139,611 78,005 333,028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結餘 832,691 3,453,523 283,128 35,482 – – 45,909 (787) 3,404,825 2,640,555 10,695,326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認股權證

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721,106 2,836,437 35,482 164,350 265,005 4,022,380

行使認股權證時發行股份 877 4,916 – (1,759) – 4,034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 – – – (3,423) (3,423)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結餘 721,983 2,841,353 35,482 162,591 261,582 4,022,991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832,691 3,453,523 35,482 – 243,420 4,565,11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7,400 7,400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結餘 832,691 3,453,523 35,482 – 250,820 4,57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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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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發行人之股份）之股份數目。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概無股份獲發行（截至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2,970,551股每股面值0.05新加坡元
之普通股因認股權證獲行使而發行）。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
274,563,045份未行使認股權證，行使價為每股0.23新加坡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未行使可換股債券為70,500,000美元（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70,500,000美元）。假設按經調整兌換價每股0.6785新
加坡元兌換全部未行使可換股債券，將予發行新普通股數目應為158,612,012
股（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58,612,012股）。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並無兌換任何可換股債券（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無）。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並無購回其任何股
份（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無）。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並無任何尚未行
使之可換股工具及庫存股份（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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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3,994,892股（二
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3,193,994,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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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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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數據是否經審核或審閱，並按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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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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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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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一季度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每股普通股盈利

(i) 根據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4.37港仙 3.55港仙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3,193,994,892 2,840,630,164

(ii) 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 4.37港仙 3.26港仙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3,193,994,892 2,932,026,117

附註： 該分母並無計入可換股債券對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此乃由於該影響於截至二
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具反攤薄作用。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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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

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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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港元 2.44港元 1.43港元 1.4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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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一季度（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三個月）與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第一季度（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三個月）
之比較

收益表

本集團收益由1,734,800,000港元增加41.3%至2,451,300,000港元，此增幅主要
歸因冷凍魚類供應鏈管理（「冷凍魚類供應鏈管理」）分部及捕撈分部之更高
收益所貢獻。

冷凍魚類供應鏈管理分部之收益佔收益60.0%，由873,300,000港元增加75.6%
至1,470,000,000港元。此增幅主要歸因持續強勁需求下更高之銷售價格及
銷售額。

捕撈分部之收益佔總收益的40.0%，由897,500,000港元增加9.3%至981,300,000
港元。此增幅主要歸因北太平洋業務及秘魯魚粉業務更加可觀的收益貢
獻。北太平洋業務受惠於產品較高之平均銷售價格而秘魯魚粉業務增幅
主要歸因儘管魚粉價格放緩下銷售額增加所貢獻。

就市場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仍為本集團最重要的市場，其銷售
額達1,799,400,000港元，佔總收益73.4%。非洲之銷售額達330,100,000港元，
佔總收益13.5%及歐洲之銷售額達261,700,000港元，佔總收益10.7%。東亞、
北美洲及其他市場之銷售額佔總收益餘下2.4%。



– 14 –

毛利由379,600,000港元減少2.1%至371,700,000港元，此乃由於捕撈分部毛利
率下跌所致。鑒於第三方以較高價格購買於上一季度之南太平洋船隊魚
類存貨作海上加工，由於銷售變現之利潤稍為下降，因此影響捕撈分部整
體毛利率。

其他營運收入由10,300,000港元增加457.6%至57,600,000港元，主要歸因於二
零一一年十一月Tassal Group Limited（「Tassal」）成為本集團聯營公司下臨時
負商譽上升所帶來之貢獻。

銷售與分銷開支增加53.6%至72,900,000港元，主要由於捕撈分部更高銷量
及運費成本上升所致。行政支出由45,900,000港元減少19.6%至36,900,000港
元，主要由於較低之銀行費用、專業費用及開支所致。其他營運開支由
36,500,000港元減少80.6%至7,100,000港元，主要歸因去年同期本集團之企業
活動及關閉一間魚粉加工廠之一次性費用。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由413,600,000港元增加21.0%至500,300,000
港元及權益持有人應佔純利由100,800,000港元增加38.6%至139,600,000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於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一季上升23.1%至4.37港仙。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與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之比較

財務狀況表

非流動資產於審閱期間於秘魯收購兩間秘魯魚粉公司後由10,831,300,000港
元增加4.3%至11,294,9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增持Tassal股
權由19.76%至22.76%，Tassal成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而於Tassal之股本權益
已重新分類至於聯營公司之股本權益，致使可供出售投資明顯下跌而於
聯營公司之權益大幅上升。

流動資產由9,589,200,000港元減少1.8%至9,418,500,000港元，主要由於冷凍
魚類供應鏈管理分部較低魚類存貨下存貨由1,105,500,000港元減少22.8%至
852,700,000港元所致。存貨下跌多數以現金及銀行結餘增加及較高收益所
抵消。流動負債由6,018,800,000港元增加2.0%至6,139,700,000港元，主要由於
將於十二個月內到期之本集團會所貸款重新分類所致。因此，流動資產淨
值由3,580,400,000港元減少8.2%至3,278,800,000港元。

非流動負債由4,039,300,000港元減少4.0%至3,878,400,000港元，乃減少長期計
息借貸及融資租約所致。淨負債相對權益比率由80.7%改善至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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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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之業績與於截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止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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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政府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生效起減低對商品及食品之稅務應付款
項，以增加國內消費。此舉將對本集團漁業產品帶來正面衝擊。

按分部而言，本集團預期冷凍魚類供應鏈管理分部將透過擴大市場，以捕
足不同市場之強勁需求而進一步增加其銷量。

與此同時，捕撈分部應受惠於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收購兩間秘魯捕撈公
司，令本集團於秘魯北部及秘魯南部捕撈秘魯鳳尾魚之配額分別增加至
6.21%至11.72%。此外，於秘魯新增之魚粉加工廠可改善本集團於該地區捕
撈配額之使用率。再者，本集團將就北太平洋及秘魯魚粉業務研究措施，
以改善其營運效率及將繼續物色具有豐富資源且可持續發展的新漁場，
以最大化南太平洋船隊之使用率。

本集團繼續監察現時歐盟及全球金融環境，並採取謹慎之態度。除非出現
無法預期之情況，本集團預期於本財政年度帶來滿意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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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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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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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並無宣派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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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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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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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及根據第920條

獲股東授權進行之交易）

根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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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利益人士名稱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太平洋恩利國際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行政支出 – – 6,984 6,453
利息支出 29 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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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董事根據新加坡證交所上市手冊第705(5)條所作否定確認

吾等代表董事會確認，據吾等所深知，太平洋恩利資源發展有限公司董事
會並不知悉任何事宜可能導致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一季度之財務報表於
任何重大方面屬虛假或具誤導成分。

代表太平洋恩利資源發展有限公司董事會

主席 董事總經理
黃裕翔 黃裕培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Tan San-Ju
Yoo Loo Ping

二零一二年二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