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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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漁於二零一三年二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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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二月六日

– 1 –



以下為中漁於二零一三年二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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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期間之第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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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之本集團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期間

增加╱
（減少）

二零一二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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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千美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108,080 125,804 (14.1)
銷售成本 (59,016) (22,306) 164.6
船舶租賃支出 – (12,974) (100.0)
船舶經營支出 (20,755) (52,176) (60.2)

毛利 28,309 38,348 (26.2)
其他經營收入 3,713 983 277.7
銷售支出 (6,357) (6,716) (5.3)
行政支出 (2,632) (2,556) 3.0
其他經營支出 (981) (839) 16.9
財務支出 (11,468) (5,269) 117.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0,584 23,951 (55.8)
所得稅支出 3,045 (154) (2077.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3,629 23,797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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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期間

增加╱
（減少）

二零一二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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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千美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13,629 23,797 (42.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全面收入總額 13,629 23,797 (42.7)

包括利息收入之其他經營收入 3,713 983 277.7

借貸利息 (11,023) (5,269) 109.2

計入財務支出之優先票據發行
開支攤銷 (445) – 無意義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攤銷 (7,617) (5,534) 37.6

折舊 (17,077) (16,515) 3.4

向供應商支付定額預付款項 – (6,552) (100.0)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2,511 – 無意義
外匯兌換收益 493 242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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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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八日 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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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47 51,415 62 180

貿易應收款項 77,735 134,432 – –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60,226 182,975 101 3

預付所得稅 1,579 1,953 – –

遞延支出 32,962 22,441 – –

存貨 59,439 57,276 – –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即期
部分（附註1） 30,466 22,133 – –

流動資產總值 394,054 472,625 163 183

非流動資產：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附註1） 247,773 113,723 – –

向供應商墊付款項 40,500 40,500 – –

物業、機器及設備 528,205 541,577 – –

投資物業 3,320 3,320 – –

商譽 95,721 95,721 – –

捕撈及廠房許可證 233,834 233,834 – –

附屬公司 – – 413,460 411,244

持有至到期之財務資產 – – 3,060 3,060

非流動資產總值 1,149,353 1,028,675 416,520 414,304

資產總值 1,543,407 1,501,300 416,683 414,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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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八日 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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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85 19,818 –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20,160 19,823 178 92

衍生金融工具 – 2,511 – –

應付所得稅 3,457 3,978 – –

融資擔保合約 – – 4,068 4,068

融資租約即期部分 3,867 3,789 – –

銀行貸款即期部分 222,547 148,910 – –

流動負債總額 262,916 198,829 4,246 4,160

非流動負債：
融資擔保合約 – – 22,077 23,070

融資租約 3,339 4,336 – –

銀行貸款 109,730 142,577 – –

優先票據 279,808 279,363 – –

遞延稅項負債 58,481 60,691 – –

非流動負債總額 451,358 486,967 22,077 23,07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1,159 51,159 51,159 51,159

儲備 777,974 764,345 339,201 336,098

權益淨額 829,133 815,504 390,360 387,257

負債及權益總額 1,543,407 1,501,300 416,683 414,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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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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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份長期供應協議 8,333 –

30,466 22,133

非即期部分
第一份長期供應協議 31 1,431

第二份長期供應協議 16,445 18,495

第三份長期供應協議 91,714 93,797

第四份長期供應協議 139,583 –

247,773 113,7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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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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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1 208,113 19,043 133,656

於一年後償還之金額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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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9 389,538 4,336 421,940

任何抵押品詳情

本集團位於秘魯賬面淨值約為3,500,000美元（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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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0,000美元（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5,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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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下列日期止期間

二零一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
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
除所得稅前溢利 10,584 23,951
調整項目：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攤銷 7,617 5,534
優先票據發行支出攤銷 445 –
折舊支出 17,077 16,515
利息支出 11,023 5,269
利息收入 (4) (1)

營運資金調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46,742 51,268
貿易應收款項 56,697 15,713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2,749 3,071
遞延支出 (10,521) (2,984)
存貨 (2,163) (5,529)
貿易應付款項 (6,933) (2,94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7,088) (10,126)
衍生金融工具 (2,511) (89)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 96,972 48,378
已付利息 (3,598) (2,717)
退回（已繳）所得稅 688 (1,294)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94,062 4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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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期間

二零一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
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業務：
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3,705) (19,121)
預付供應商之款項 (150,000) –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a） – (26,160)
已收利息 4 1

投資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153,701) (45,280)

融資業務：
償還銀行貸款 (30,909) –
新增銀行貸款 71,699 3,791
償還融資租約承擔 (919) (980)

融資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39,871 2,81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19,768) 1,898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1,415 24,159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1,647 26,057

包括：
銀行現金 31,281 25,370
手頭現金 366 687

31,647 2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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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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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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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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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3,629 13,629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59 282,239 12,714 6,606 (30,503) 506,918 829,133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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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59 282,239 12,714 – – 41,145 387,25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3,103 3,103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結餘 51,159 282,239 12,714 – – 44,248 39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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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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本公司並無發行任何股份（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無）。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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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26,666,666份）。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所授出以認購1,052,005股普通股之股份獎勵尚未歸
屬。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概無未歸屬的股份獎勵。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本公司並無購回其任何股份（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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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1,023,177,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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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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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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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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下列日期止期間

二零一二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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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普通股盈利
(i) 根據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股數計算 1.33美仙 2.33美仙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
數據計算：

盈利 13,629,000美元 23,79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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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 1.33美仙 2.33美仙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
數據計算：

盈利 13,629,000美元 23,79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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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31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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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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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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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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第一季度（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三個月）與二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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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較

收益表

本集團之收益由125,800,000美元下跌14.1%至108,100,000美元，主要因為中漁船隊
（「中漁船隊」）的銷售減少。

合約供應業務之收益佔總收益83.0%，並由73,300,000美元增加22.2%至89,700,000

美元，主要由產品銷量較高所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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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魚粉業務收益佔總收益14.0%，由14,200,000美元增加6.8%至15,100,000美元，
原因是魚粉及魚油價格最近大幅上升，足以抵銷銷量減少的影響。近日魚粉及魚油
的平均售價一直大幅上升，原因是秘魯政府宣佈削減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三
年一月捕撈季節之可捕撈秘魯鳳尾魚總量68%。

來自中漁船隊之收益由38,300,000美元減少91.4%至3,300,000美元，由於捕撈量有
限且供應量不足以支持北大西洋加工業務所致。此外，上一季度後並無大量存貨囤
積，情況與去年同期相同。

本集團收益之地區分佈如下：

中國– 84.8%

日本及韓國– 4.6%

西非– 4.6%

東南亞– 1.9%

歐洲– 1.2%

其他– 2.9%

銷售成本、船舶租賃支出以及船舶經營成本於二零一二年七月簽立四份長期供應協
議（「長期供應協議」）後重新歸類。

中漁船隊之銷售量大幅減少，導致整體毛利率下跌。毛利由38,300,000美元下跌
26.2%至28,300,000美元，而毛利率則由30.5%下跌至26.2%。

其他經營收入上升277.7%，由1,000,000美元上升至3,700,000美元，主要來自對沖
本集團日圓應收款項之外匯衍生合約之已變現收益。

銷售支出隨銷量減少而由6,700,000美元減少5.3%至6,400,000美元，然而，季內之
整體運輸成本卻上漲。

– 16 –



行政支出上升3.0%，主要因為專業費用及支出增加。

財務支出於二零一二年七月發行300,000,000美元優先票據後由5,300,000美元上升
117.7%至11,500,000美元。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由51,300,000美元下跌8.8%至46,700,000美
元。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率則由40.8%上升至43.3%，此乃受惠第四
份長期供應協議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生效所致。

本集團就秘魯魚粉業務招致之虧損而錄得遞延稅項資產3,000,000美元。

純利由23,800,000美元減少42.7%至13,600,000美元，而純利率則由18.9%下跌至
12.6%。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與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之比較

財務狀況表

總資產增加2.8%，由1,501,300,000美元上升至1,543,400,000美元。

流動資產總值減少16.6%，由472,600,000美元減少至394,100,000美元，主要由於魚
類供應之貿易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減少。

非流動資產增加11.7%，由1,028,700,000美元增加至1,149,400,000美元，主要由於
第四份長期供應協議之預付款項。

負債總額增加4.2%，由685,800,000美元增加4.2%至714,300,000美元。

流動負債總額由198,800,000美元增加32.2%至262,900,000美元，主要由於為秘魯業
務提供資金而令所提取的營運資金貸款增加。

非流動負債總額減少7.3%，由487,000,000美元減至451,300,000美元，原因是償還
銀行貸款。

淨負債相對權益比率由64.7%上升至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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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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第一季度業績公告與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業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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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漁船隊完成例行維修及保養後，將再次調派至南太平洋，以迎接新捕撈季節。此
外，本集團亦將調派其漁船至納米比亞捕撈馬鯖魚。

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之業績是傳統的捕撈淡季，加上受秘魯政府大幅削減
可捕撈秘魯鳳尾魚總量所影響。上季北大西洋的加工量較預期為低，亦表示結轉至
本季供銷售之存貨量減少。削減可捕撈秘魯鳳尾魚總量將繼續對本集團二零一三財
政年度第二季度的業績造成影響，但最近魚粉及魚油價格上升，有助舒緩有關影
響。

本集團繼續致力加強其資產負債表質素，以確保擁有充足流動資金供其業務所需以
及繼續尋求新投資機會。

在並無不可預見之情況下，管理層有信心在未來一季持續獲取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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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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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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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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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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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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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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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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使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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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署）
執行董事
黃裕翔

（簽署）
財務董事
陳德熹

承董事會命

Yvonne Choo

公司秘書

二零一三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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