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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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恩利資源發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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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刊發，乃轉載自
恩利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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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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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恩利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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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期間之第一季度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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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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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378,427 2,451,310 (3.0)
銷售成本 (2,096,722) (2,079,567) 0.8

毛利 281,705 371,743 (24.2)
其他經營收入 184,888 57,555 221.2
銷售及分銷支出 (58,788) (72,860) (19.3)
行政支出 (37,688) (36,890) 2.2
其他經營支出 (7,980) (7,081) 12.7
財務支出 (141,002) (93,665) 50.5

221,135 218,802 1.1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1,233) 34 (3726.5)

除所得稅前溢利 219,902 218,836 0.5
所得稅支出 23,751 (1,220) (2046.8)

期內溢利 243,653 217,616 12.0

以下各項
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98,971 139,611 42.5
非控股權益 44,682 78,005 (42.7)

243,653 217,61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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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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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243,653 217,616 12.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本集團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 6,172 (100.0)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4,269 109,240 (96.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47,922 333,028 (25.6)

以下各項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03,240 255,023 (20.3)
非控股權益 44,682 78,005 (42.7)

247,922 333,028 (25.6)

本集團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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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包括利息收入之其他經營收入 184,888 57,555 221.2
借貸利息 (141,002) (93,665) 50.5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攤銷 (59,410) (43,160) 37.7
折舊 (169,415) (144,663) 17.1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
收益 – 15 (100.0)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107,930 (1,148) (9501.6)
外匯兌換收益淨額 4,228 5,846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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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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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458,582 4,572,851 – –
投資物業 51,449 51,449 – –
商譽 2,952,461 2,952,461 – –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1,932,629 887,040 – –
向供應商墊付款項 315,900 315,900 – –
可供出售投資 33,742 32,858 – –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 – 6,636,675 6,636,67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04,314 505,547 – –
其他無形資產 1,826,633 1,826,633 – –

12,075,710 11,144,739 6,636,675 6,636,675

流動資產
存貨 774,053 1,379,897 – –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162,373 2,247,314 – –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7,952,165 7,899,487 – 183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即期部分 237,640 172,640 – –
預付所得稅 12,316 15,238 – –
已抵押存款 222 207 – –
銀行結存及現金 306,287 445,854 6,371 1,203

11,445,056 12,160,637 6,371 1,38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294,820 356,824 14,106 14,540
應付所得稅 40,139 44,201 – –
結欠太平洋恩利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款項 8,360 4,937 – –
衍生金融工具 94,284 202,214 15,741 24,206
融資租約即期部分 30,164 29,555 – –
計息銀行借貸即期部分 5,534,774 5,119,836 – –

6,002,541 5,757,567 29,847 38,746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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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5,442,515 6,403,070 (23,476) (37,360)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 26,044 33,817 – –
計息銀行借貸 1,537,351 1,801,956 – –
債券 698,794 690,082 698,794 690,082
優先票據 2,123,491 2,120,094 – –
遞延稅項負債 456,152 473,389 – –

4,841,832 5,119,338 698,794 690,082

資產淨值 12,676,393 12,428,471 5,914,405 5,909,23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25,005 1,325,005 1,325,005 1,325,005
儲備 8,565,729 8,362,489 4,589,400 4,584,22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9,890,734 9,687,494 5,914,405 5,909,233
非控股權益 2,785,659 2,740,977 – –

權益總額 12,676,393 12,428,471 5,914,405 5,90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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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漁國際」）就合約漁船
向中漁國際供應魚獲而作出之預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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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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42,749 5,422,189 148,533 5,00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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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26,044 4,359,636 33,817 4,612,132

任何抵押品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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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28,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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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00,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41,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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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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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
除所得稅前溢利 219,902 218,836
調整項目：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1,233 (34)
利息支出 137,605 93,665
利息收入 (67) (865)
優先票據發行成本攤銷 3,397 –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攤銷 59,410 43,160
折舊 169,415 144,663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 (15)
收購一家聯營公司之折讓 – (14,614)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 328 –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107,930) 1,148

營運資金調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483,293 485,944
存貨 605,844 252,237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其他應收款項及
預付款項 (32,737) 18,566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62,004) (142,376)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 994,396 614,371
已付利息 (87,635) (90,464)
退回（已繳）所得稅 5,366 (10,538)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912,127 51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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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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業務
已收利息 67 865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所得款項 3,057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 15
預付供應商款項增加 (1,170,000) –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33,766) (151,112)
收購聯營公司的投資 – (52,758)
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 (204,048)

投資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1,200,642) (407,038)

融資業務
自太平洋恩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墊支現金淨額 5,794 390
籌得已投保票據及已貼現貿易應收款項之
銀行墊款 – 51,676
償還融資租約 (7,164) (7,647)
籌得（償還）銀行借貸淨額 155,886 (73,894)
已抵押存款增加 (15) (5,949)

融資業務產生（耗用）之現金淨額 154,501 (35,42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134,014) 70,907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37,512 212,025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03,498 282,932

銀行結餘及現金 306,287 297,684
銀行透支 (2,789) (14,752)

303,498 28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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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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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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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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109,240 – 6,172 139,611 78,005 333,028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結餘 832,691 3,453,523 283,128 35,482 – 45,909 (787) 3,404,825 2,640,555 10,69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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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4,269 – – 198,971 44,682 247,922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結餘 1,325,005 4,318,455 279,908 – 4,269 52,841 (4,529) 3,914,785 2,785,659 12,676,393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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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7,400 7,400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結餘 832,691 3,453,523 35,482 250,820 4,57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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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5,172 5,172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結餘 1,325,005 4,318,455 – 270,945 5,91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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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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本公司並無發行任何股份（截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並無發行任何股份）。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並無任何未行使可換股債券（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70,5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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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並無任何尚未行使之可換股
工具及庫存股份（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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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4,790,992,3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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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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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下列日期止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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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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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港仙 4.37港仙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4,790,992,338 3,193,994,892

(ii)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 4.15港仙 4.37港仙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4,790,992,338 3,193,99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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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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港元 2.02港元 1.23港元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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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錄得的收益由2,451,300,000港元下跌3.0%至2,378,400,000港元，主要因為冷
凍魚類供應鏈管理分部的貢獻增加抵銷了漁業及魚類供應分部的貢獻減少。

冷凍魚類供應鏈管理分部之收益佔總收益64.6%，由1,470,000,000港元增加4.4%至
1,535,400,000港元，主要由於銷售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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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及魚類供應分部之收益佔總收益35.4%，由981,300,000港元下跌14.1%至
843,000,000港元。該跌幅主要由於中漁船隊（「中漁船隊」）之銷售減少。二零一二
財政年度第四季度，本集團在北大西洋的供應商所供應的魚獲較去年同期大幅減
少。因此，可供出售的存貨量大幅下跌，而合約供應業務則受惠於期內產品銷量的
增長。秘魯魚粉業務受惠於秘魯政府公佈削減可捕撈總量68%後，魚粉及魚油產品
的平均售價上升的利好影響，並足以抵銷銷量減少的影響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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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5,900,000港元，佔總收益86.9%。歐洲之銷售額達119,800,000港元，佔總收益
5.0%。非洲之銷售額達113,300,000港元，佔總收益4.8%。東亞、北非及其他市場
之銷售額佔餘下總收益3.3%。

毛利由371,700,000港元下跌24.2%至281,700,000港元，主要因為上文所述漁業及魚
類供應分部的毛利下跌所致。

其他經營收入由57,600,000港元上升221.2%至184,900,000港元，主要來自對沖本集
團非美元應收款項之外匯衍生合約之已變現收益。

儘管運輸成本整體上升，但銷售及分銷開支因銷量下跌而下跌19.3%至58,800,000港
元。

中漁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七月發行 3 0 0 , 0 0 0 , 0 0 0美元優先票據後，財務支出由
93,700,000港元上升50.5%至141,000,000港元。

本集團於分佔船運業務聯營公司之業績方面錄得虧損1,200,000港元。另一方面，本
集團就秘魯魚粉業務錄得遞延稅項資產收益23,800,000港元。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由501,400,000港元減少3.7%至483,000,000港
元，而權益擁有人應佔純利由139,600,000港元上升42.5%至199,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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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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由11,144,700,000港元增加8.4%至12,075,700,000港元，主要來自其漁業
及魚類供應分部下的合約供應業務之第四份長期供應協議的預付款項。

流動資產由12,160,600,000港元減少5.9%至11,445,000,000港元，主要由於存貨由
1,379,900,000港元下跌43.9%至774,100,000港元。本集團之存貨主要包括冷凍魚
類、魚粉及魚油之存貨。存貨減少主要因為付運冷凍魚類供應鏈管理分部之未加工
魚類存貨。

流動負債由5,757,600,000港元上升4.3%至6,002,500,000港元，主要由於重新歸類本
集團一部份於十二個月內到期之會所貸款。基於上文所述，流動資產淨額由
6,403,100,000港元減少15.0%至5,442,500,000港元。

非流動負債由5,119,300,000港元減少5.4%至4,841,800,000港元，原因是長期計息借
貸及融資租約減少。淨負債相對權益比率維持於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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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第一季度之業績與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
日止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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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將繼續尋求鞏固及擴大其核心業務的實力，並且探求相關商機。

本集團預期冷凍魚類供應鏈管理分部將隨市場對其產品之需求增加而繼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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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及魚類供應分部的表現與預期一致。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第一季度是傳統捕撈期
的淡季，加上受中漁船隊之貢獻大幅減少所影響。秘魯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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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中漁船隊之船隻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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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將調派其船隊至納米比亞捕撈馬鯖魚。

在並無不可預見之情況下，管理層有信心在未來一季持續賺取盈利，並於年內就業
務分部取得理想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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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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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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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下列日期止期間 截至下列日期止期間

有利益關係人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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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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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437 6,984

利息支出 23 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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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恩利資源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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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太平洋恩利資源發展有限公司董事會

黃裕翔 黃裕培
主席 董事總經理

承董事會命

Tan San-Ju

Yoo Loo Ping

公司秘書
二零一三年二月六日

– 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