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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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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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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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漁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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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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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中漁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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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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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增加╱
（減少）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增加╱
（減少）

千美元 千美元 % 千美元 千美元 %

營業額 152,562 190,020 (19.7) 498,017 490,042 1.6
銷售成本 (16,675) (23,307) (28.5) (56,675) (35,771) 58.4
船舶租賃支出 (13,514) (13,334) 1.3 (46,735) (58,684) (20.4)
船舶經營支出 (81,372) (79,956) 1.8 (234,449) (213,893) 9.6

毛利 41,001 73,423 (44.2) 160,158 181,694 (11.9)
其他經營收入 882 1,102 (20.0) 2,795 2,391 16.9
銷售支出 (6,893) (14,270) (51.7) (31,373) (31,574) (0.6)
行政支出 (8,144) (6,452) 26.2 (15,951) (15,067) 5.9
其他經營支出 – (361) (100.0) (2,473) (6,189) (60.0)
財務支出 (5,434) (9,970) (45.5) (16,290) (26,996) (39.7)

除稅前溢利 21,412 43,472 (50.7) 96,866 104,259 (7.1)
所得稅支出 (389) (6,067) (93.6) (3,875) (1,382) 180.4

期內溢利 21,023 37,405 (43.8) 92,991 102,877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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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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增加╱
（減少）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增加╱
（減少）

千美元 千美元 % 千美元 千美元 %

期內溢利 21,023 37,405 (43.8) 92,991 102,877 (9.6)
重估物業收益 – – 無意義 115 851 (86.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1,023 37,405 (43.8) 93,106 103,728 (10.2)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三季度 截至下列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增加╱
（減少）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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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 1,102 (20.0) 2,795 2,391 16.9
借貸利息 (5,434) (9,650) (43.7) (16,290) (26,036) (37.4)
優先票據發行開支攤銷 – (320) (100.0) – (960) (100.0)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攤銷 (5,534) (5,533) 0.0 (16,600) (16,600) −
折舊支出 (23,147) (19,077) 21.3 (60,978) (45,352) 34.5
定額船舶租賃 (6,624) (6,624) – (19,728) (19,656) 0.4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
（虧損）收益 – – 無意義 (22) 34 (164.7)
外匯兌換虧損 (445) (667) (33.3) (654) (64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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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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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49 24,159 52 180
貿易應收款項 52,516 69,726 – –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97,819 140,020 20 –
預付所得稅 1,078 3,046 – –
遞延支出（附註1） 54,099 47,894 – –
存貨 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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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344 345,239 72 180

非流動資產：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附註1） 119,256 135,856 – –
向供應商墊付款項 40,500 40,500 – –
物業、機器及設備 570,830 564,341 – –
投資物業 3,205 3,167 – –
商譽 95,721 89,427 – –
捕撈許可證 211,409 186,911 – –
附屬公司 – – 358,739 389,762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40,921 1,020,202 358,739 389,762

資產總值 1,365,265 1,365,441 358,811 389,942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8,189 18,582 –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7,684 8,985 612 39
衍生金融工具 491 206 – –
應付所得稅 101 4,995 – –
融資租約即期部分 3,713 4,070 – –
銀行貸款即期部分 173,460 129,608 – –

流動負債總額 193,638 166,446 61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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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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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8,124 – –
銀行貸款 267,775 355,537 – –
遞延稅項負債 68,796 62,787 – –

非流動負債總額 341,883 426,448 –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1,159 51,113 51,159 51,113
儲備 778,585 721,434 307,040 338,790

權益總額 829,744 772,547 358,199 389,903

負債及權益總額 1,365,265 1,365,441 358,811 38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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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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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4 7,189
第二份船舶經營協議 9,507 5,481
第三份船舶經營協議 2,566 1,485
第四份船舶經營協議 12,944 10,158
中漁船隊 18,598 23,581

54,099 47,894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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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1 7,031
第二份船舶經營協議 20,545 26,695
第三份船舶經營協議 95,880 102,130

119,256 13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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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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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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11 133,662 27,110 106,568

於一年後償還之金額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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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267,775 8,240 355,421

任何抵押品詳情

本集團位於秘魯賬面淨值約為3,700,000美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9,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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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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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三季度 截至下列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業務
除所得稅前溢利 21,412 43,472 96,866 104,259
調整項目：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攤銷 5,534 5,533 16,600 16,600
優先票據發行支出攤銷 − 320 − 960
折舊支出 23,147 19,077 60,978 45,352
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 – (38) (308)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 – 22 (34)
利息支出 5,434 9,650 16,290 26,036
利息收入 – (4) (1) (8)
申索撥備 – 155 – 139
股份獎勵支出 − – 857 –

營運資金調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55,527 78,203 191,574 192,996
貿易應收款項 84,435 (14,877) 17,210 (39,992)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30,433 3,203 44,361 (85,993)
遞延支出 10,748 341 (6,205) (31,768)
存貨 (24,706) 14,810 (14,289) 18,851
貿易應付款項 (19,219) 3,221 (10,393) 5,72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947 (10,518) (12,055) (4,880)
衍生金融工具 542 (1,049) 285 (1,586)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 138,707 73,334 210,488 53,356
已付利息 (7,258) (9,234) (16,036) (24,873)
已支付之所得稅 (4,200) (3,122) (7,006) (5,415)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127,249 60,978 187,446 23,068

投資業務
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1,281) (26,529) (55,399) (91,568)
購買捕撈許可證 (2,063) (2,400) (2,063) (2,40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 – 10 43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A） − – (26,160) (55)
已收利息 – 4 1 8

投資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3,344) (28,925) (83,611) (93,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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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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融資業務
已派股息 (36,766) (9,051) (36,766) (9,051)
新增銀行貸款 – – – 173,985
償還銀行貸款 (56,544) (5,816) (43,910) (77,400)
融資租約承擔 (882) (1,158) (3,169) (2,641)
已抵押存款減少 – – – 5,712

融資業務（耗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94,192) (16,025) (83,845) 90,60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29,713 16,028 19,990 19,701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436 32,792 24,159 29,119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4,149 48,820 44,149 48,820

包括：
銀行現金 41,234 45,300 41,234 45,300
手頭現金 2,915 3,520 2,915 3,520

44,149 48,820 44,149 4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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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A

所收購之資產淨值及產生之商譽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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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851 – 65,472 6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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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37,405 37,40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13 281,428 12,714 5,174 (30,503) 451,158 77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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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5 – 71,968 72,083
發行股份 46 811 – – – – 857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4.5新加坡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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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21,023 21,023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59 282,239 12,714 5,971 (30,503) 508,164 82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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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047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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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916 1,916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13 281,428 12,714 – – 21,078 36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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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3,561 3,561
發行股份 46 811 – – – – 857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4.5新加坡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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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644 64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59 282,239 12,714 – – 12,087 35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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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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止第三季度，本公司並無發行任何股份（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無）。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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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26,666,666份）。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概無未歸屬的股份獎勵（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1,048,202份）。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止第三季度，本公司並無購回其任何股份（二零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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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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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每股普通股盈利
(i) 根據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2.05美仙 3.66美仙 9.09美仙 10.19美仙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盈利 21,023,000美元 37,405,000美元 92,991,000美元 102,877,000美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股數 1,023,177,273 1,022,262,139 1,022,706,346 1,009,398,168

(ii) 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 2.05美仙 3.65美仙 9.09美仙 10.18美仙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盈利 21,023,000美元 37,405,000美元 92,991,000美元 102,877,000美元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股數 1,023,177,273 1,023,429,763 1,023,247,706 1,010,57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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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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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美元 0.76美元 0.35美元 0.38美元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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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三季度（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止三個月）與二零一一財
政年度第三季度（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止三個月）之比較

於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三季度，本集團已將三個主要業務分部改名，以更清晰反映
其業務性質。

該等主要業務分部為：(1)合約供應業務（前稱北太平洋業務）、(2)中漁船隊業務
（前稱南太平洋船隊業務）及(3)秘魯魚粉業務。

期內，本集團之收益由190,000,000美元下跌19.7%至152,600,000美元。該跌幅主要
由於首個捕撈季節延遲開始，令秘魯魚粉業務之收益減少。合約供應業務繼續帶來
收益。

合約供應業務之收益佔總收益64.4%，由89,900,000美元增加9.3%至98,200,000美
元，此乃由於銷售量上升所致。

秘魯魚粉業務之收益佔總收益30.8%，由80,500,000美元下跌41.6%至47,000,000美
元。該跌幅主要由於秘魯延遲開始首個捕撈季節，且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
魚粉價格相對較高。交付魚粉及魚油延遲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四季度。銷售量下
跌36.6%。於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三季度結束時之配額使用率為73.2%，去年同期則
為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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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漁船隊業務之收益為7,400,000美元，佔總收益4.8%，主要源自納米比亞及南太平
洋之捕撈活動所致。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年初首次進入納米比亞的捕撈地點，魚穫
豐富。然而，南太平洋的捕撈量低於本集團預期。

本集團以地區劃分之收益如下：

• 中國– 47.8%

• 日本及韓國– 23.2%

• 歐洲– 17.5%

• 西非– 4.9%

• 其他– 6.6%

儘管收益減少，船舶經營支出大致上維持不變。因此，毛利由73,400,000美元下跌
44.2%至41,000,000美元。

銷售支出由14,300,000美元大幅下跌51.7%至6,900,000美元，與魚粉及魚油銷售量
之跌幅一致。於二零零六年提早贖回優先票據及將優先票據再融資後，財務支出由
10,000,000美元下跌45.5%至5,400,000美元。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由78,100,000美元下跌28.9%至55,500,000美
元。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率由41.1%下跌至36.4%。

期內純利為21,000,000美元，減少43.8%。

二零一二財政年度九個月（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止九個月）與二零一一財政
年度九個月（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止九個月）之比較

本集團之整體收益由490,000,000美元增加1.6%至498,000,000美元。

合約供應業務之收益佔總收益68.8%，由324,000,000美元增加5.7%至342,600,000美
元，此乃由於平均售價及銷售量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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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魚粉業務之收益佔總收益21 .9%，儘管首個捕撈季節延遲開始，收益仍由
106,000,000美元增加3.0%至109,200,000美元。收益增幅主要由於魚粉及魚油產品
銷售量上升。於二零一二財政年度，銷售量上升但平均售價下跌。

中漁船隊業務之收益佔總收益9.3%，由60,000,000美元下跌23.0%至46,200,000美
元，主要由於南太平洋及西非之捕撈量減少。

本集團以地區劃分之收益如下：

• 中國– 61.8%

• 日本及韓國– 19.0%

• 歐洲– 9.6%

• 西非– 4.2%

• 其他– 5.4%

毛利由181,700,000美元下跌11.9%至160,200,000美元，主要由於(1)秘魯延遲開始首
個捕撈季節，令魚粉及魚油於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初期銷售量下跌；及(2)

折舊上升導致船舶經營支出增加。

銷售支出維持於31,400,000美元。其他經營支出由6,200,000美元下跌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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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提早贖
回優先票據及將優先票據再融資後，財務支出下跌39.7%。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由193,200,000美元下跌1.3%至190,700,000美
元。

純利由102,900,000美元下跌9.6%至93,0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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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與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之比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更為穩健，淨債務相對權益比率由
61%下跌至49%。合約供應業務之旺季結束減少其對營運資金的要求，進而大幅改
善本集團之經營現金流狀況。存貨水平較高是由於秘魯之首個捕撈季節延遲開始所
致。因此，流動資產總值由345,200,000美元減少6.1%至324,400,000美元。非流動
資產由1,020,000,000美元增加2.0%至1,04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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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總值維持於1,370,000,000美元。

流動負債由166,400,000美元增加16.3%至193,600,000美元，主要由於將部份銀行聯
合貸款由非即期重新分類至即期。因此，非流動負債由426,400,000美元減少19.8%

至341,900,000美元，主要是由於未償還銀行貸款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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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業績公告與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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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三季度業績受到秘魯之首個捕撈季節延遲一個月開始
影響。然而，由於每季配額得以充份使用且近期魚粉及魚油價格持續上升，故本集
團對其秘魯魚粉業務之貢獻於下一個季度得以改善保持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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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繼續集中於節省成本及改善效率，以提升業績表現及加強其自由現金流量。
本集團之整體財務狀況於過去九個月已得到明顯改善。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於二零
一二年七月完成發行優先票據後，本集團將會繼續物色擴充至新漁場之機會。

若無不可預見之情況及更多市場不明朗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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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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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並無宣派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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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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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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元之交易）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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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使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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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裕翔

財務董事
陳德熹

承董事會命

Yvonne Choo

公司秘書

二零一二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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