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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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刊發，乃轉載自
恩利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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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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恩利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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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營業額 9,580,798 9,715,939 (1.4)
銷售成本 (7,720,002) (7,631,552) 1.2

毛利 1,860,796 2,084,387 (10.7)
其他經營收入 261,161 164,586 58.7
銷售及分銷支出 (442,493) (422,457) 4.7
行政支出 (315,533) (214,689) 47.0
其他經營支出 (54,623) (57,314) (4.7)
財務支出
－利息支出 (430,178) (443,103) (2.9)
－提早贖回優先票據成本 – (116,331) (100.0)

879,130 995,079 (11.7)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38,459 (242) (15992.1)

除所得稅前溢利 917,589 994,837 (7.8)
所得稅支出 (30,471) (30,513) (0.1)

年內溢利 887,118 964,324 (8.0)

應佔部分：
本公司擁有人 627,659 622,818 0.8
非控股權益 259,459 341,506 (24.0)

887,118 964,32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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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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年內溢利 887,118 964,324 (8.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本集團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2,430 (5,063) (148.0)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09,240 (109,240) (200.0)
物業、機器及設備重估收益 9,414 23,672 (60.2)
物業重估產生之遞延稅項負債 – (1,933) (100.0)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1,008,202 871,760 15.7

應佔部分：
本公司擁有人 746,261 525,339 42.1
非控股權益 261,941 346,421 (24.4)

1,008,202 871,760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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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包括利息收入之其他經營收入 261,161 164,586 58.7
借貸利息 (430,178) (443,103) (2.9)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攤銷 (172,640) (172,640) –
折舊支出 (756,383) (515,623) 46.7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
收益 183 620 (70.5)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虧損 (23,180) – 無意義
僱員分紅 (32,143) (6,093) 427.5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202,214) (6,013) 3262.9
外匯兌換收益（虧損）淨額 144,263 (7,604) (1997.2)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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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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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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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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571,180 4,727,058 – –
投資物業 51,449 49,244 – –
商譽 2,952,461 2,903,375 – –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887,040 1,059,680 – –
向供應商墊付款項 315,900 315,900 – –
可供出售投資 32,858 313,172 – –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 – 6,636,675 5,896,56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05,547 2,195 – –
其他無形資產 1,826,633 1,460,632 – –

11,143,068 10,831,256 6,636,675 5,896,566

流動資產
存貨 1,379,897 1,104,979 – –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277,832 2,013,017 – –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7,907,424 5,568,758 183 511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即期部分 172,640 172,640 – –
預付所得稅 15,238 23,759 – –
已抵押存款 207 488,013 – 487,758
銀行結存及現金 445,854 218,067 1,203 11,546

12,199,092 9,589,233 1,386 499,81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387,342 433,395 14,540 25,736
應付所得稅 4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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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7 4,339 – –
衍生金融工具 202,214 6,013 24,206 –
可換股債券 – 619,829 – 619,829
提取已投保票據及已貼現貿易
應收款項之銀行墊款 – 3,650 – –

融資租約即期部分 29,555 31,745 – –
計息銀行借貸即期部分 5,119,836 4,867,287 – 472,649

5,788,085 6,018,843 38,746 1,118,214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6,411,007 3,570,390 (37,360) (61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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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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 33,817 63,372 – –
計息銀行借貸 1,801,956 2,773,185 – –
債券 690,082 713,051 690,082 713,051
優先票據 2,120,094 – – –
遞延稅項負債 479,655 489,740 – –

5,125,604 4,039,348 690,082 713,051

資產淨值 12,428,471 10,362,298 5,909,233 4,565,11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25,005 832,691 1,325,005 832,691
儲備 8,362,489 6,967,057 4,584,228 3,732,4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9,687,494 7,799,748 5,909,233 4,565,116
非控股權益 2,740,977 2,562,550 – –

權益總額 12,428,471 10,362,298 5,909,233 4,565,116

附註：

向供應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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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予供應商之魚類訂
金而作出之預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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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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48,533 5,000,858 684,522 4,83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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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33,817 4,612,132 64,282 3,485,326

任何抵押品詳情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淨值合共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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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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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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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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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
除所得稅前溢利 917,589 994,837
調整項目：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38,459) 242
利息支出 430,178 443,103
利息收入 (2,095) (1,905)
申索撥備 – 3,356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攤銷 172,640 172,640
折舊支出 756,383 515,623
提早贖回優先票據成本 – 116,331
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1,972) (4,598)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虧損 23,180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183) (620)
購回債券之收益 (4,000) –
購買優先票據收益 (7,378) –
因收購一家聯營公司而產生之負商譽 (10,515)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 105 –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644 –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202,214 6,013

營運資金調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2,439,331 2,245,022
存貨 (274,918) (822,603)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其他應收款項及
預付款項 (2,586,629) (1,870,018)
衍生金融工具 (6,013) (19,638)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28,059) 46,938

經營業務耗用之現金 (556,288) (420,299)
已付利息 (395,992) (425,590)
已繳所得稅 (88,887) (31,243)

經營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1,041,167) (877,132)

投資業務
已收利息 2,095 1,905
已收一家聯營公司股息 18,515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433 1,868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所得款項 119 –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712,052) (1,167,818)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 (26,926) (420,784)
收購聯營公司的投資 (56,085) –
購買其他無形資產 – (18,720)
向供應商墊付款項 – (315,900)
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附註b） (204,040) (428)

投資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977,941) (1,91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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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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業務
已派股息 (212,541) (73,719)
已派予非控股股東之股息 (86,734) (70,601)
自太平洋恩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墊支（償還）現金淨額 598 (830)
行使供股時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 1,378,859 –
行使認股權證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 – 398,592
發行債券之所得款項淨額 – 695,951
發行優先票據之所得款項淨額 2,207,053 –
股份發行支出 (21,613) (3,820)
贖回優先票據 – (1,751,705)
贖回可換股債券 (638,104) –
購回債劵 (33,352) –
購買優先票據 (81,003) –
償還已投保票據及已貼現貿易應收款項之銀行墊款 (3,650) (615)
融資租約承擔 (31,745) (31,117)
籌得銀行借貸 780,000 3,315,000
償還銀行借貸 (1,160,226) (692,292)
（償還）添置營運資金貸款淨額 (340,754) 1,420,068
已抵押存款減少（增加） 487,806 (443,174)

融資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2,244,594 2,761,73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225,486 (35,271)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2,025 247,277

綜合賬目產生之匯兌差額 1 19

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附註a） 437,512 212,025

附註(a)
銀行結餘及現金 445,854 218,067
銀行透支 (8,342) (6,042)

437,512 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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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b)

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現金流出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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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資產淨值：

物業、機器及設備 623 11,423 12,046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688 – 68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384) – (384)
遞延稅項負債 (109) (3,446) (3,555)

818 7,977 8,795

收購產生之商譽 3,333

總代價 12,128

收購所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428
先前就聯營公司權益支付之代價 11,700

1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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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資產淨值：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3,807 (10,331) 9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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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16,852
其他應付款項 (81,900) – (81,900)
遞延稅項負債 – (48,468) (48,468)

42,227 112,727 154,954

收購產生之商譽 49,086

總代價 204,040

收購所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20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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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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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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09,240) 16,824 (5,063) 622,818 346,421 871,760
行使認股權證時發行股份 86,651 476,291 – – (164,350) – – – – – 398,592
發行股份支出 – (3,820) – – – – – – – – (3,820)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額外權益 – – (22,012) – – – – – – 22,012 –
非控股股東之注資 – – – – – – – – – 22,467 22,467
已付非控股股東股息 – – – – – – – – – (93,068) (93,068)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
股1.38新加坡仙 24,934 144,615 – – – – – – (243,268) – (7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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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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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09,240 6,932 2,430 627,659 261,941 1,008,202
行使供股時發行股份 492,314 886,545 – – – – – – – – 1,378,859
股份發行支出 – (21,613) – – – – – – – – (21,613)
贖回可換股債券 – – – (35,482) – – – – 35,482 – –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權益 – – (3,220) – – – – – – 3,220 –
非控股股東之注資 – – – – – – – – – – –
已付非控股股東股息 – – – – – – – – – (86,734) (86,734)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
股1.08新加坡仙 – – – – – – – – (212,541) – (212,541)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1,325,005 4,318,455 279,908 – – – 52,841 (4,529) 3,715,814 2,740,977 12,42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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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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221,683 221,683

行使認股權證時發行股份 86,651 476,291 – (164,350) – 398,592

股份發行支出 – (3,820) – – – (3,820)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38新加坡仙 24,934 144,615 – – (243,268) (7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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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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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199,412 199,412

行使供股時發行股份 492,314 886,545 – – – 1,378,859

股份發行支出 – (21,613) – – – (21,613)

贖回可換股債券 – – (35,482) – 35,482 –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8新加坡仙 – – – – (212,541) (212,541)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1,325,005 4,318,455 – – 265,773 5,90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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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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本公司以供股方式（每持有兩股現有股份可
認購一股新股份）按發行價每股0.14新加坡元發行1,596,997,446股每股面值0.05新加
坡元之新普通股。（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272,804,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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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相當於70,500,000美元之未行使可換股債券
已全數贖回，而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並無可換股債券尚未行使。於二零一一
年九月二十八日，未行使可換股債券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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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發行新普通股數目應為158,612,012

股。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並無兌換任何可換股債券（二零一一年九月
二十八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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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並無任何尚未行使之可換股工
具及庫存股份（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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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0,992,338股股份（二零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3,193,994,892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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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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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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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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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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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4港仙 19.56港仙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4,040,256,929 3,183,747,886

(ii)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 15.54港仙 19.08港仙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4,040,256,929 3,264,598,457

附註： 於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計入可換股債券對普通股
之潛在攤薄影響，此乃由於該影響具反攤薄作用。

用以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及攤薄
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已透過計入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進行供股之影
響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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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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港元 2.44港元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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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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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5,900,000港元減少1.4%至9,580,800,000港元。

冷凍魚類供應鏈管理分部之收益佔總收益50.8%，由4,369,400,000港元增加11.5%至
4,869,600,000港元，主要由於銷售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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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及魚類供應業務之收益佔總收益49.2%，由5,346,500,000港元下跌11.9%至
4,711,200,000港元。該跌幅主要由於中漁船隊（「中漁船隊」，前稱南太平洋業務）
之收益貢獻大幅減少，此乃主要由於(i)北大西洋加工業務因供應商未能交付足夠魚
獲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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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約供應業務之收益維持於2,924,900,000港元。

秘魯魚粉業務收益由1,327,000,000港元增加5.3%至1,396,900,000港元，主要由於魚
粉及魚油產品銷售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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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9,500,000港元，佔總收益65.2%。非洲之銷售額達1,210,100,000港元，佔總收
益12.6%及東亞之銷售額達1,006,500,000港元，佔總收益10.5%。歐洲及其他市場之
銷售額佔總收益餘下11.7%。

毛利由2,084,400,000港元下跌10.7%至1,860,800,000港元。中漁船隊錄得毛損
176,600,000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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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及分銷支出由422,500,000港元增加4.7%至442,500,000港元，與期內冷凍魚類
供應鏈管理分部之銷售量增幅一致。

行政支出由214,700,000港元增加47.0%至315,5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財政年度錄
得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調整及僱員分紅上升所致。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由 2 , 2 5 4 , 9 0 0 , 0 0 0港元增加 1 0 . 7 %至
2,495,900,000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由622,800,000港元增加0.8%至627,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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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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由10,831,300,000港元增加2.9%至11,143,1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增持Tassal Group Limited的股權，由19.76%增至22.76%。收購
位於秘魯的兩間捕撈公司亦為該增幅的原因。

流動資產由9,589,200,000港元增加27.2%至12,199,100,000港元，主要由於接下來的
捕撈季節（十月至十二月）所需營運資金增加。

流動負債由6,018,800,000港元下跌3.8%至5,788,100,000港元，主要由於償還可換股
債券及本集團銀行貸款所致。

非流動負債由4,039,300,000港元增加26.9%至5,125,600,000港元，主要由於中漁集
團發行300,000,000美元優先票據。

本集團透過完成供股及於二零一二年四月簽立100,000,000美元之三年期可轉讓定期
貸款融資，財務狀況更為穩健。供股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20,000,000新加坡元（約
1,357,000,000港元），已悉數用作償還部分附息貸款及為本集團提供營運資金。

鑒於供股導致股權擴大，本集團之淨負債相對權益比率由80.7%改善至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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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業績與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止第
三季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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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歐盟外債經濟危機存在不明朗因素，加上全球經濟增長放緩，本集團預計經濟
前景將仍然挑戰重重。本集團將繼續加強並擴充其擁有核心實力的業務以及開發相
關業務商機。

本集團預期冷凍魚類供應鏈管理分部將透過提升其產品的市場需求，以維持增長。

就漁業及魚類供應業務而言，本集團簽訂合約供應業務內的第四份長期供應協議
後，預期自二零一三財政年度起將能節省更多成本。長期穩定的魚類供應使本集團
受惠於市場對魚類不斷上升的需求。

儘管魚粉及魚油價格持續上升，但本捕魚期（十一月至一月）之可捕撈秘魯鳳尾魚總
量因海裡有幼魚比例較高而減至810,000噸，預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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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工由當地捕撈公司供應之捕魚外，本集團將繼續致
力改善船隊之整體使用率。

本集團對其業務前景保持審慎樂觀，亦將會繼續審慎控制整體的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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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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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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新加坡仙
股份面值 0.05新加坡元
稅率 毋須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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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新加坡仙
股份面值 0.05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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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倘並無宣派╱建議派付股息，則發出有關聲明。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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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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回顧財政年度所有有利益
關係人士交易之總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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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之

總值（不包括低於
100,000新加坡元之交易）

截至下列日期止年度 截至下列日期止年度

有利益關係人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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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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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3,419 27,396

利息支出 105 1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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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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緊接上一個年度之比較資料。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按業務分部劃分

冷凍魚類
供應鏈管理

漁業及
魚類供應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表

對外銷售 4,869,592 4,711,206 9,580,798

分部業績 648,171 1,065,667 1,713,838

未分配項目：
行政支出 (113,319)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202,214)
物業之租金收入 2,113
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1,972
其他經營支出 (54,623)
財務支出 (430,178)
所得稅支出 (30,471)

年內溢利 887,118

財務狀況表

分部資產 9,394,361 13,881,112 23,275,473
未分配公司資產 66,687

綜合資產總值 23,342,160

分部負債 266,694 327,799 594,493
未分配公司負債 10,319,196

綜合負債總額 10,913,689

其他資料

添置非流動資產 182,233 755,392 937,625
折舊 38,880 717,503 756,383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攤銷 – 172,640 172,640
優先票據發行支出攤銷 – 1,422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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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按業務分部劃分

冷凍魚類
供應鏈管理

漁業及
魚類供應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表

對外銷售 4,369,427 5,346,512 9,715,939

分部業績 393,224 1,426,789 1,820,013

未分配項目：
行政支出 (208,676)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6,013)
物業之租金收入 1,663
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4,598
其他經營支出 (57,314)
財務支出－利息支出 (443,103)
財務支出－提早贖回優先票據成本 (116,331)
所得稅支出 (30,513)

年內溢利 964,324

財務狀況表

分部資產 7,539,645 12,807,841 20,347,486
未分配公司資產 73,003

綜合資產總值 20,420,489

分部負債 227,104 216,643 443,747
未分配公司負債 9,614,444

綜合負債總額 10,058,191

其他資料

添置非流動資產 471,574 1,151,127 1,622,701
折舊 53,068 462,555 515,623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攤銷 – 172,640 172,640
優先票據發行支出攤銷 – 9,461 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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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地區分部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及中國其他地區 6,249,474 6,280,025 1,136,147 1,239,800

南美洲 9,326 15,011 4,457,788 6,000,457

歐洲 1,078,921 823,557 4,974,586 3,216,625

東亞 1,006,485 711,156 69,000 66,807

非洲 1,210,081 1,750,982 – –

其他 26,511 135,208 – 305,372

9,580,798 9,715,939 10,637,521 10,829,061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並無來自冷凍魚類供應鏈管理
分部客戶之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超過10%。

一名來自漁業及魚類供應客戶之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超過10%，約達1,253,46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511,44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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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半年度呈報之銷售額 5,771,834 4,188,093 +37.8%

上半年度呈報之經營溢利 472,620 371,584 +27.2%

下半年度呈報之銷售額 3,808,964 5,527,846 -31.1%

下半年度呈報之經營溢利 155,039 251,234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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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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如下：

全年股息總額（有關規定詳情，請參閱附錄7.2第16段）

最近期整個
年度

對上整個年
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普通股 89,990 212,541

優先股 – –

總計 89,990 21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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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鳳英（董事）之子

為以下人士之胞兄：
• 黃裕桂（董事）
• 黃裕培（董事）
• 黃培圓（鄭鳳英之替任董事）

主席
（自二零零七年起）

不適用

鄭鳳英 77 為以下人士之母親：
• 黃裕翔（董事）
• 黃裕桂（董事）
• 黃裕培（董事）
• 黃培圓（鄭鳳英之替任董事）

董事
（自一九九六年起）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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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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裕桂 52 鄭鳳英（董事）之子

為以下人士之兄弟：
• 黃裕翔（董事）
• 黃裕培（董事）
• 黃培圓（鄭鳳英之替任董事）

董事
（自一九九六年起）

不適用

黃裕培 49 鄭鳳英（董事）之子

為以下人士之兄弟：
• 黃裕翔（董事）
• 黃裕桂（董事）
• 黃培圓（鄭鳳英之替任董事）

董事兼董事總經理
（自一九九六年起）

不適用

黃培圓 40 鄭鳳英（董事）之女

為以下人士之胞妹：
• 黃裕翔（董事）
• 黃裕桂（董事）
• 黃裕培（董事）

鄭鳳英之替任董事
（自二零零二年起）

不適用

承董事會命

Tan San-Ju

Yoo Loo Ping

公司秘書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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