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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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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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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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漁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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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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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中漁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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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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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本集團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年度

增加╱
（減少）

二零一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營業額 604,001 685,450 (11.9)
銷售成本 (108,945) (94,294) 15.5
船舶租賃支出 (47,698) (74,481) (36.0)
船舶經營支出 (279,898) (290,153) (3.5)

毛利 167,460 226,522 (26.1)
其他經營收入 7,233 4,642 55.8
銷售支出 (37,747) (47,860) (21.1)
行政支出 (22,337) (15,864) 40.8
其他經營支出 (6,411) (6,829) (6.1)
財務支出
－利息支出 (26,176) (36,407) (28.1)
－提早贖回優先票據成本 – (16,454) (100.0)

除所得稅前溢利 82,022 107,750 (23.9)
所得稅支出 (3,906) (4,092) (4.5)

年內溢利 78,116 103,658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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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年度

增加╱
（減少）

二零一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年內溢利 78,116 103,658 (24.6)

重估物業，指年內其他
全面收入 750 1,533 (5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
全面收入總額 78,866 105,191 (25.0)

包括利息收入之其他經營收入 7,233 4,642 55.8

借貸利息 (25,993) (35,167) (26.1)

計入財務支出之優先票據發行
開支攤銷 (183) (1,240) (85.2)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攤銷 (22,133) (22,134) (0.0)

折舊 (91,987) (59,302) 55.1

向供應商支付定額預付款項 (21,024) (26,280) (20.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17 80 (78.8)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虧損 (2,972) – 無意義
股份獎勵支出 (857) – 無意義
外匯兌換收益（虧損） 2,154 (1,075) (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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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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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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及銀行結存 51,415 24,159 180 180

貿易應收款項 134,432 69,726 – –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85,031 140,020 63 –

預付所得稅 1,953 3,046 – –

遞延支出（附註1） 21,402 47,894 – –

存貨 5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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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642 345,239 243 180

非流動資產：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附註1） 113,723 135,856 – –

向供應商墊付款項 40,500 40,500 – –

物業、機器及設備 541,363 564,341 – –

投資物業 3,320 3,167 – –

商譽 95,721 89,427 – –

捕撈許可證 233,834 186,911 – –

附屬公司 – – 405,519 389,762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28,461 1,020,202 405,519 389,762

資產總值 1,502,103 1,365,441 405,762 38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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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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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8 18,582 –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9,823 8,985 92 39

衍生金融工具 2,511 206 – –

應付所得稅 3,978 4,995 – –

融資擔保合約 – – 2,200 –

融資租約即期部分 3,789 4,070 – –

銀行貸款即期部分 148,910 129,608 – –

流動負債總額 198,829 166,446 2,292 39

非流動負債：
融資擔保合約 – – 12,833 –

融資租約 4,336 8,124 – –

銀行貸款 142,577 355,537 – –

優先票據 279,363 – – –

遞延稅項負債 61,494 62,787 – –

非流動負債總額 487,770 426,448 12,833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1,159 51,113 51,159 51,113

儲備 764,345 721,434 339,478 338,790

權益淨額 815,504 772,547 390,637 389,903

負債及權益總額 1,502,103 1,365,441 405,762 38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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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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第一份長期供應協議 – 7,189

第二份長期供應協議 – 5,481

第三份長期供應協議 – 1,485

第四份長期供應協議 – 10,158

中漁船隊 21,402 23,581

21,402 47,894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部分
第一份長期供應協議 5,600 5,600

第二份長期供應協議 8,200 8,200

第三份長期供應協議 8,333 8,333

22,133 22,133

非即期部分
第一份長期供應協議 1,431 7,031

第二份長期供應協議 18,495 26,695

第三份長期供應協議 93,797 102,130

113,723 135,856

* 長期供應協議指長期供應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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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i)本集團借貸及債務證券總額。

於一年或以內應付或按要求償還之金額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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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19,043 133,656 27,110 106,568

於一年後償還之金額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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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4,336 421,940 8,240 355,421

任何抵押品詳情

本集團位於秘魯賬面淨值約為3,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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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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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下列日期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營業務：
除所得稅前溢利 82,022 107,750
調整項目：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攤銷 22,133 22,134
優先票據發行支出攤銷 183 1,240
折舊支出 91,987 59,302
提早贖回優先票據成本 – 16,454
投資物業重估公平值收益 (153) (257)
購買優先票據收益 (775) –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虧損 2,972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17) (80)
利息支出 25,993 36,407
利息收入 (56) (104)
股份獎勵支出 857 –
申索撥備 – 430

營運資金調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225,146 243,276
貿易應收款項 (64,706) (31,062)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42,851) (44,354)
遞延支出 26,492 7,521
存貨 (19,015) (24,779)
貿易應付款項 1,236 3,5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740) (1,665)
衍生金融工具 2,305 (1,380)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 126,867 151,072
已付利息 (23,915) (45,127)
已繳所得稅 (11,337) (4,005)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91,615 10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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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投資業務：
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83,766) (138,009)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49 240
購買捕撈許可證 – (2,400)
向供應商墊付款項 – (40,500)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a） (26,160) (55)
已收利息 56 104

投資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109,821) (180,620)

融資業務：
新增銀行貸款 – 397,605
償還銀行貸款 (193,658) (81,150)
發行優先票據之所得款項淨額 282,955 –
贖回優先票據 – (235,406)
購買優先票據 (3,000) –
償還融資租約承擔 (4,069) (3,990)
已抵押存款 – 5,712
已派股息 (36,766) (9,051)

融資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45,462 73,72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27,256 (4,960)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4,159 29,119

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1,415 24,159

包括：
銀行現金 50,980 23,804
手頭現金 435 355

51,415 2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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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a)

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現金流出淨額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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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購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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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金償付 26,160

收購所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26,160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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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購資產淨值：
物業、機器及設備 80 1,464 1,544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90 – 90
其他應付款項 (49) – (49)
遞延稅項負債 (14) (442) (456)

107 1,022 1,129

收購產生之商譽 426

總代價，以現金償付 1,555

收購所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55
先前就聯營公司權益支付之代價 1,500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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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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結餘 50,121 251,784 12,714 4,323 (30,503) 387,968 676,407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533 – 103,658 10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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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13 281,428 12,714 5,856 (30,503) 451,939 772,547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結餘 51,113 281,428 12,714 5,856 (30,503) 451,939 772,547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750 – 78,116 7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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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59 282,239 12,714 6,606 (30,503) 493,289 815,504

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結餘 50,121 251,784 12,714 – – 57,802 372,421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26,533 2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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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13 281,428 12,714 – – 44,648 389,903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結餘 51,113 281,428 12,714 – – 44,648 389,903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36,643 36,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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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59 282,239 12,714 – – 44,525 39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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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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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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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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八日：19,841,040股）。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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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26,666,666份）。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所授出以認購1,052,005股普通股之股份獎勵尚未歸
屬。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概無未歸屬的股份獎勵。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購回其任何股份（二零一一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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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報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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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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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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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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下列日期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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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美仙 10.24美仙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
數據計算：

盈利 78,116,000美元 103,658,000美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022,824,721 1,012,640,594

(ii)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 7.63美仙 10.22美仙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
數據計算：

盈利 78,116,000美元 103,658,000美元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023,230,002 1,013,79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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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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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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美元 0.76美元 0.38美元 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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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財政年度（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與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截
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比較

收益表

本集團之收益由685,500,000美元下跌11.9%至604,000,000美元。

合約供應業務之收益佔總收益62.1%，由393,500,000美元下跌4.7%至375,000,000美
元。

秘魯魚粉業務之收益佔總收益29.6%，由170,100,000美元增加5.3%至179,100,000美
元，主要由於魚粉及魚油產品銷售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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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漁船隊（「中漁船隊」，前稱南太平洋船隊業務）之收益佔總收益 8 . 3 %，由
121,800,000美元下跌59.0%至49,900,000美元，主要由於(i)北大西洋加工業務因供
應商未能交付足夠魚獲供加工船進行船上加工，及(ii)南太平洋之捕撈量較預期為
低。

本集團以地區劃分之收益如下：

• 中國－58.6%

• 日本及韓國－16.5%

• 歐洲－14.7%

• 西非－4.6%

• 其他－5.6%

儘管合約供應業務及秘魯魚粉業務之貢獻穩定，毛利由226,500,000美元下跌26.1%

至167,500,000美元。中漁船隊錄得毛損22,600,000美元，此乃由於捕撈量及加工量
不足所致。合約供應業務及秘魯魚粉業務之毛利率分別為32.5%（二零一一財政年
度：34.8%）及38.0%（二零一一財政年度：41.2%）。

銷售支出由47,900,000美元下跌21.1%至37,700,000美元，與銷售量的跌幅一致。

行政支出由15,900,000美元增加40.8%至22,300,000美元，主要原因為法定僱員溢利
攤分撥備上升。

於期內提早贖回於二零零六年所發行之優先票據及將優先票據再融資後，財務支出
由36,400,000美元下跌28.1%至26,200,000美元。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由243,000,000美元下跌4.2%至232,800,000美
元。

純利由103,700,000美元下跌24.6%至78,1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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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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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總值由1,365,400,000美元增加10.0%至1,502,100,000美元。

流動資產總值由345,200,000美元增加37.2%至473,600,000美元，此乃主要由於貿易
應收款項增加92.8%至134,400,000美元，而期內用於購買魚類的預付款項亦上升。

非流動資產總值維持於1,028,500,000美元。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增加主要由於在二
零一一年十一月收購位於秘魯的魚粉加工廠及漁船所致。

負債總額由592 ,900 ,000美元增加15 .8%至686 ,600 ,000美元。流動負債總額由
166,400,000美元增加19.5%至198,800,000美元，主要由於將部份非即期銀行聯合貸
款重新分類至即期。於二零一二年七月發行300,000,000美元優先票據後，本集團償
還其部分銀行貸款及為業務提供營運資金。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本集團未
動用銀行融資額為240,000,000美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借款總額中約73.6%為長期借貸，相較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為73.1%。

淨負債相對權益比率由61.2%增加至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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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業績公告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止第
三季度業績公告向股東披露之前瞻性聲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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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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最近完成第四份長期供應協議以為其合約供應業務取得十八年穩定之魚類供
應。取得長期穩定之魚類供應令本集團處於有利的位置。

雖然魚粉及魚油價格仍然持續上升，但本捕魚期（十一月至一月）之可捕撈秘魯鳳尾
魚總量因海裡的幼魚比例較高而減至810,000噸，預期此情況將影響秘魯魚粉業務於
二零一三財政年度上半年之貢獻。

除調動中漁船隊至北大西洋為當地捕撈公司之魚獲進行加工外，本集團將繼續致力
改善船隊之整體使用率。

本集團將繼續努力尋找新投資機會，同時加強其資產負債表質素，以確保其業務擁
有充裕的流動資金。

除出現任何無法預見之情況及市場不明朗因素外，管理層對於下年度得以繼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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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股息名稱 首次及末期
股息種類 現金
每股股份股息（仙） 每股普通股1.90新加坡仙

（毋須繳稅）
股份面值 0.05美元
稅率 毋須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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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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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股息名稱 首次及末期
股息種類 現金
每股股份股息（仙） 每股普通股4.50新加坡仙

（毋須繳稅）
股份面值 0.05美元
稅率 毋須繳稅

(c) 派息日期

擬派股息倘於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獲批准，將於隨後公佈之日期派付。

(d) 截止過戶日期

將於稍後日期就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確定股東獲派擬派股息之權利
發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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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倘並無宣派╱建議派付股息，則發出有關聲明。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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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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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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全年業績公告所需之額外資料
（此部分不適用於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或半年度業績）

14. 按發行人最近期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形式，載列按（集團）業務或地區分部劃
分之分部收益及業績，連同上一個年度之比較資料。

業務分部

合約供應業務 秘魯魚粉 中漁船隊 撇銷 總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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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收益 374,991 393,517 179,095 170,123 49,915 121,810 – – 604,001 685,450

分部間收益 – – – – – 10,465 – (10,465) – –

總收益 374,991 393,517 179,095 170,123 49,915 132,275 – (10,465) 604,001 685,450

分部業績 94,881 101,847 41,576 49,588 (28,259) 9,736 – – 108,198 161,171

公司支出 – (560) – – – – − – – (560)

財務支出 (8,156) (8,233) (17,873) (44,550) (147) (78) – – (26,176) (52,861)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86,725 93,054 23,703 5,038 (28,406) 9,658 – – 82,022 107,750

所得稅（支出）收益 – (1) (5,420) (3,623) 1,514 (468) – – (3,906) (4,092)

年內溢利（虧損） 86,725 93,053 18,283 1,415 (26,892) 9,190 – – 78,116 103,658

其他資料

分部資產 608,903 568,208 623,959 527,335 269,241 269,898 – – 1,502,103 1,365,441

分部負債 60,285 196,368 621,008 376,843 5,306 19,683 – – 686,599 592,894

資本開支 52,312 111,949 53,734 30,430 18,434 – – – 124,480 142,379

折舊及攤銷 73,535 51,463 15,789 15,075 24,979 16,138 – – 114,303 8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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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交付地點（與捕撈及生產地點有別）劃分之收益如下：

收益

合約供應業務 秘魯魚粉 中漁船隊 總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 245,967 258,113 96,672 110,147 11,456 528 354,095 368,788

日本及韓國 81,433 59,360 18,012 16,874 – – 99,445 76,234

東南亞 3,809 – 18,897 14,752 6,884 – 29,590 14,752

歐洲 34,117 49,989 40,919 16,938 13,714 – 88,750 66,927

西非 9,665 18,555 – – 17,861 121,282 27,526 139,837

其他* – 7,500 4,595 11,412 – – 4,595 18,912

374,991 393,517 179,095 170,123 49,915 121,810 604,001 685,450

非流動資產
中華人民共和國 13,055 3,512 – – – – 13,055 3,512

東南亞 2,312 3,167 – – 6,600 – 8,912 3,167

歐洲 285,111 336,840 – – – – 285,111 336,840

其他* – – 517,517 466,884 203,866 209,799 721,383 676,683

300,478 343,519 517,517 466,884 210,466 209,799 1,028,461 1,020,202

* 其他包括北美洲及南美洲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合約供應業務之收益包括來自向本集團最大
客戶作出銷售之收益約160,700,000美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合約供應業務之收益包括來自向本集團最大
客戶作出的銷售之收益約193,8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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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於業績回顧中，提述導致按業務或地區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及盈利貢獻造成任何重大
轉變之因素。

有關按業務或地區分部劃分之業績回顧詳情，請參閱第8節。

16. 銷售分析。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上半年呈報之銷售額 345,455 300,022 +15.1%

上半年呈報之經營溢利 71,968 65,472 +9.9%

下半年呈報之銷售額 258,546 385,428 -32.9%

下半年呈報之經營溢利 6,148 38,186 -83.9%

17. 發行人最近期整個年度及對上整個年度之全年股息總額（以幣值計）分析。

全年股息總額

最近整個
年度

對上整個
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普通股 15,605 36,766

優先股 – –

總計： 15,605 36,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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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根據第704(13)條，為發行人之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之親屬並擔任發行人或其
任何主要附屬公司管理職位之人士以下列方式披露。倘並無有關人士，發行人須作
出適當否定聲明。

姓名 年齡

與任何董事及╱或
主要股東之
親屬關係

現時職位及職務，
以及出任該職位之
年份

年內職務及職位之變
動詳情（如有）

黃裕翔 53 本公司執行主席兼
董事黃裕桂之兄

本公司執行董事
（自二零零六年
四月二十五日
起）

不適用

黃裕桂 52 本公司執行董事黃
裕翔之弟

本公司執行主席兼
董事（自二零零
五年十月三十一
日）

不適用

承董事會命

Yvonne Choo

公司秘書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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