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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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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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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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漁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遵照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編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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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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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中漁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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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止期間之第二季度及上半年度之未經審核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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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止第二季度及上半年度之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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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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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減少）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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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減少）

千美元 千美元 % 千美元 千美元 %

營業額 219,651 184,963 18.8 345,455 300,022 15.1
銷售成本 (17,694) (6,939) 155.0 (40,000) (12,464) 220.9
船舶租賃支出 (20,247) (30,914) (34.5) (33,221) (45,350) (26.7)
船舶經營支出 (100,901) (81,573) 23.7 (153,077) (133,937) 14.3    

毛利 80,809 65,537 23.3 119,157 108,271 10.1
其他經營收入 930 1,044 (10.9) 1,913 1,289 48.4
銷售支出 (17,764) (11,776) 50.8 (24,480) (17,304) 41.5
行政支出 (5,251) (4,554) 15.3 (7,807) (8,615) (9.4)
其他經營支出 (1,634) (1,149) 42.2 (2,473) (5,828) (57.6)
財務支出 (5,587) (8,626) (35.2) (10,856) (17,026) (36.2)    

除稅前溢利 51,503 40,476 27.2 75,454 60,787 24.1
所得稅（開支）利益 (3,332) 5,295 (162.9) (3,486) 4,685 (174.4)    

期內溢利 48,171 45,771 5.2 71,968 65,472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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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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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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減少）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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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減少）

千美元 千美元 % 千美元 千美元 %

期內溢利 48,171 45,771 5.2 71,968 65,472 9.9
物業重估收益 115 851 (86.5) 115 851 (86.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8,286 46,622 3.6 72,083 66,323 8.7    

包括利息收入之
其他經營收入 930 1,044 (10.9) 1,913 1,289 48.4

借貸利息 (5,587) (8,306) (32.7) (10,856) (16,386) (33.7)
優先票據發行
支出攤銷 – (320) (100.0) – (640) (100.0)

向供應商預付
款項攤銷 (5,532) (5,533) – (11,066) (11,067) –

折舊支出 (21,316) (13,436) 58.6 (37,831) (26,275) 44.0
定額船舶租賃 (6,552) (6,480) 1.1 (13,104) (13,032) 0.6
出售物業、機器及
設備之（虧損）收益 (22) 17 (229.4) (22) 34 (164.7)

外匯兌換收益（虧損） 414 687 (39.7) 656 (645) (201.7)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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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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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6 24,159 149 180
貿易應收款項 136,951 69,726 – –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29,564 140,020 – –
衍生金融工具 51 – – –
預付所得稅 904 3,046 – –
遞延支出（附註 1） 64,847 47,894 – –
存貨 27,844 38,261 – –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即期部分（附註 1） 22,133 22,133 – –    

流動資產總值 396,730 345,239 149 180    

非流動資產：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附註 1） 124,790 135,856 – –
向供應商墊付款項 40,500 40,500 – –
物業、機器及設備 591,384 564,341 – –
投資物業 3,205 3,167 – –
商譽 95,721 89,427 – –
捕撈許可證 209,346 186,911 – –
附屬公司 – – 394,532 389,762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64,946 1,020,202 394,532 389,762    

資產總值 1,461,676 1,365,441 394,681 389,942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27,408 18,582 –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8,561 8,985 360 39
衍生金融工具 – 206 – –
應付股息 36,766 – 36,766 –
應付所得稅 1,037 4,995 – –
融資租約即期部分 3,638 4,070 – –
銀行貸款即期部分 198,973 129,608 – –    

流動負債總額 276,383 166,446 37,12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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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 6,269 8,124 – –
銀行貸款 298,806 355,537 – –
遞延稅項負債 71,497 62,787 – –    

非流動負債總額 376,572 426,448 –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1,159 51,113 51,159 51,113
儲備 757,562 721,434 306,396 338,790    

權益總額 808,721 772,547 357,555 389,903    

負債及權益總額 1,461,676 1,365,441 394,681 389,942    

附註：

1. 遞延支出及向供應商預付款項包括：

遞延支出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第一份船舶經營協議 10,378 7,189
第二份船舶經營協議 8,380 5,481
第三份船舶經營協議 4,167 1,485
第四份船舶經營協議 13,991 10,158
南太平洋船隊 27,931 23,581  

64,847 47,894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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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1 7,031
第二份船舶經營協議 22,595 26,695
第三份船舶經營協議 97,964 102,130  

124,790 13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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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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32,901 169,710 27,110 106,568

一年後償還款額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6,269 298,806 8,240 355,421

任何抵押品詳情

本集團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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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000美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9,900,000美元）。
存貨貸款以賬面淨值約8,800,000美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7,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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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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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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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業務
除所得稅前溢利 51,503 40,476 75,454 60,787
調整項目：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攤銷 5,532 5,533 11,066 11,067
優先票據發行支出攤銷 – 320 – 640
折舊支出 21,316 13,436 37,831 26,275
重估投資物業之收益 (38) (308) (38) (308)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
虧損（收益） 22 (17) 22 (34)

利息支出 5,587 8,306 10,856 16,386
利息收入 – – (1) (4)
申索撥備 – 114 – (16)
股份獎勵開支 857 – 857 –    

營運資金調動前之經營現金流 84,779 67,860 136,047 114,793
貿易應收款項 (82,938) (63,520) (67,225) (86,796)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0,857 (33,737) 13,928 (32,109)
遞延支出 (13,969) 21,736 (16,953) 4,041
存貨 15,946 (21,574) 10,417 (25,115)
貿易應付款項 11,772 (5,046) 8,826 2,50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2,876) 3,528 (13,002) 5,638
衍生金融工具 (168) (327) (257) (537)    

經營業務產生（耗用）之現金 23,403 (31,080) 71,781 (17,578)
已付利息 (6,061) (2,389) (8,778) (15,639)
（已繳）退回所得稅 (1,512) 2,224 (2,806) (2,293)    

經營業務產生（耗用）之現金淨額 15,830 (31,245) 60,197 (35,510)    

投資業務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34,997) (19,042) (54,118) (67,439)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10 21 10 43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A） – – (26,160) (55)
已收利息 – – 1 4    

投資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34,987) (19,021) (80,267) (6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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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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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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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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融資業務
新增銀行貸款 80,351 55,625 96,017 179,801
償還銀行貸款 (71,508) (1,875) (83,383) (77,400)
融資租約承擔 (1,307) (801) (2,287) (1,483)
已抵押存款減少 – – – 5,712    

融資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7,536 52,949 10,347 106,63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
增加淨額 (11,621) 2,683 (9,723) 3,67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057 30,109 24,159 29,119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436 32,792 14,436 32,792    

包括：
銀行現金 12,674 32,517 12,674 32,517
手頭現金 1,762 275 1,762 275    

14,436 32,792 14,436 32,792    

附註A

所收購之資產淨值及產生之商譽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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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8 (1,323) 11,985
捕撈許可證 400 22,035 22,435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205 (45) 2,16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0,500) – (10,500)
遞延稅項負債 – (6,214) (6,214)   

5,413 14,453 19,866  

收購產生之商譽 6,294 

總代價 26,160 

收購所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26,160 

2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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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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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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財政年度
每股普通股 5.0新加坡仙之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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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13 281,428 12,714 5,856 (30,503) 451,939 772,54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23,797 23,797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13 281,428 12,714 5,856 (30,503) 475,736 796,344
發行股份 46 811 – – – – 85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15 – 48,171 48,286
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
每股普通股 4.5新加坡仙之末期股息 – – – – – (36,766) (36,766)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59 282,239 12,714 5,971 (30,503) 487,141 808,721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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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財政年度
每股普通股 5.0新加坡仙之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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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13 281,428 12,714 – – 44,648 389,90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2,643 2,643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13 281,428 12,714 – – 47,291 392,546
發行股份 46 811 – – – – 85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918 918
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
每股普通股 4.5新加坡仙之末期股息 – – – – – (36,766) (36,766)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59 282,239 12,714 – – 11,443 35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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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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止第二季度及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止第二季度，本公司分別透過股份獎勵及以股代息方式，以發行價每股 1.19

新加坡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1.95新加坡元）發行915,134股每股面值
0.05美元之新普通股（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19,841,040股）。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行使價為每股 2.10新加坡元之 26,666,666份（二
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26,666,666份）認股權證尚未行使。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概無未歸屬的股份獎勵（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
日：1,066,274份）。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止第二季度，本公司並無購買其本身任何股份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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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庫存股份）：1,023,177,273股股份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022,262,139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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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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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經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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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任何會計準則所規定者），請註明
所出現變動、變動原因及影響。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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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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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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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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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普通股盈利

(i) 根據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
均股數計算 4.71美仙 4.56美仙 7.04美仙 6.53美仙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
數據計算：

 盈利 48,171,000美元 45,771,000美元 71,968,000美元 65,472,000美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022,473,324 1,003,302,923 1,022,684,509 1,002,859,575

(ii) 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 4.71美仙 4.56美仙 7.03美仙 6.51美仙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
數據計算：

 盈利 48,171,000美元 45,771,000美元 71,968,000美元 65,472,000美元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023,282,559 1,004,475,824 1,023,736,514 1,005,51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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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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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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美元 0.76美元 0.35美元 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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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表

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二季度（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止三個月）與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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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較

本集團之收益由 185,000,000美元增加 18.8%至219,700,000美元，主要歸因於秘
魯魚粉業務之收益貢獻增加。

秘魯魚粉業務之收益佔總收益 21.9%，增加 225.1%至48,000,000美元。收益增
加主要歸因隨着秘魯的捕撈季節於二零一二年一月結束，集團於期內出售於
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的魚粉及魚油存貨，令銷售量有所增加所致。

太 平 洋 供 應 業 務 之 收 益 佔 總 收 益 77.1%，由 165,300,000美 元 增 加 2.4%至
169,300,000美元，原因為銷售量有所增加。南太平洋船隊之收益為2,300,000美
元，主要源自本集團自二零一二年二月起在納米比亞的捕撈活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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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收益分析如下：

• 中國—67.2%

• 日本及韓國—25.2%

• 西非—1.1%

• 其他—6.5%

毛利由 65,500,000美元增加23.3%至80,800,000美元，而毛利率由 35.4%增加至
36.8%。毛利率增加的原因為秘魯的魚穫大幅增加。去年的同一捕撈季節之
漁穫則受厄爾尼諾現象影響。

銷售支出由11,800,000美元增加50.8%至17,800,000美元，與總銷售量及物流成
本的升幅一致。行政支出由4,600,000美元增加15.3%至5,300,000美元，主要由
於秘魯之法定僱員分紅增加所致。提早贖回優先票據及將優先票據再融資令
利息支出大減，因此，財務支出由8,600,000美元減少35.2%至5,600,000美元。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由 68,100,000美元增加23.3%至83,900,000

美元，而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率由36.8%增加至38.2%。

純利由45,800,000美元增加5.2%至48,200,000美元。純利率由24.8%減少至21.9%，
主要由於折舊費用上升所致。

二零一二財政年度上半年度（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與二零
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度（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之比較

本集團之收益由300,000,000美元增加15.1%至345,500,000美元。

秘魯魚粉業務之收益佔總收益18.0%，由25,600,000美元增加143.3%至62,200,000

美元。此增幅主要歸因魚粉及魚油產品的銷售量有所增加。

太 平 洋 供 應 業 務 之 收 益 佔 總 收 益70.7%，由 234,100,000美 元 增 加4.4%至
244,300,000美元，原因為產品平均售價及銷售量有所增加。南太平洋船隊之
收益由40,300,000美元微跌3.6%至38,900,000美元，主要由於船隊現時於南太
平洋的休魚期期間進行之定期維修及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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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收益分析如下：

• 中國—68.0%

• 日本及韓國—17.1%

• 歐洲—6.2%

• 西非—3.8%

• 其他—4.9%

毛利由108,300,000美元增加10.1%至119,200,000美元，而毛利率由36.1%減少至
34.5%。毛利率減少主要由於 (1)南太平洋船隊的船上加工業務的利潤較低；
及 (2)燃油成本上漲導致船舶經營支出增加。

銷售支出由17,300,000美元增加41.5%至24,500,000美元，與總銷售量的升幅及
運費的升幅一致。其他經營支出由5,800,000美元減少57.6%至2,500,000美元，
由於期內並無於去年同期的一次性費用所致。提早贖回優先票據及將優先票
據再融資大幅節省利息支出，導致財務支出減少36.2%。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由115,200,000美元增加17.4%至135,200,000

美元，而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率由38.4%增加至39.1%。

純利由65,500,000美元增加9.9%至72,000,000美元。純利率由21.8%減少至20.8%。

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與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之比較

資產總值由1,365,400,000美元增加 7.1%至1,461,700,000美元。流動資產總值
由345,200,000美元增加 14.9%至396,700,000美元，主要由於貿易應收款項有
所上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底，約70%應收款項已獲償還。非流動資產由
1,020,200,000美元增加 4.4%至1,064,900,000美元，主要由於在二零一一年十一
月收購位於秘魯的魚粉加工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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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淨值由 178,800,000美元減少 32.7%至120,300,000美元，主要源自流動
負債有所上升。流動負債由166,400,000美元增加66.1%至276,400,000美元，主
要由於將部份聯合貸款由非即期重新分類至即期。

淨負債相對權益比率為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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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二季度之業績公告與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一季度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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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及前景

秘魯政府已宣佈，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日開始的捕撈季節中可捕撈秘魯鳳
尾魚總量將為2,700,000噸。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收購兩間秘魯捕撈公
司，預期本集團於可捕撈秘魯鳳尾魚總量的佔比增加，為其於二零一二財政
年度的秘魯魚粉業務帶來裨益。

南太平洋的捕撈季節於四月初開始。南太平洋船隊完成定期維修及保養後，
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作出的貢獻將有所上升。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進一步改善其現金流管理。

除出現任何無法預見之情況外，管理層對於下一個季度得以繼續保持業務之
盈利能力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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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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二季度並無宣派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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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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交易及根據新加坡證交所上市手冊
第 920條獲股東授權進行之交易）

根據新加坡證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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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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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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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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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魚產品 – – – –

銷售魚粉產品 – – – –

購買燃料及其他船舶
補給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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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宜可能導致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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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裕翔
執行董事

（簽署）
陳德熹
財務董事

承董事會命 

Yvonne Choo
公司秘書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