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太平公布二零零五年溢利淨額一億三百萬美元; 

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2 港仙 
 

‧ 來自持續業務之溢利貢獻增加9.4%至一億五千四百三十萬美元（十二億三

百五十萬港元）  

 

‧ 調整後每股資產淨值上升35%至54美仙（4.21港元） 

 

‧ 核心溢利改善0.3%至一億一千七百二十萬美元（九億一千四百二十萬港

元） 

 

‧ 由於有非經常性開支，已錄得溢利減少16.9%至一億三百萬美元（八億三

百四十萬港元）  

 

‧ 權益總額增加19.6%至七億六百七十萬美元（五十五億一千二百三十萬港

元） 

 

‧ 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26美仙（2.00港仙）  

 

‧ 綜合負債對權益比率由1.45倍改善至1.12倍  

 

香港，二零零六年三月三十一日 ─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第一太平」或「本公

司」）（香港聯合交易所：00142）今日宣布，持續業務於二零零五年全年之溢利

貢獻增長9.4%至一億五千四百三十萬美元（十二億三百五十萬港元）。於二零零五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調整後每股資產淨值較二零零四年結算日上升35%至54美仙

（4.21港元），主要反映PLDT股價於年內上升35%。於二零零五年結算日後，PLDT

股價至今已進一步上升5%。權益總額增加19.6%至七億六百七十萬美元（五十五億

一千二百三十萬港元），主要反映年內溢利淨額貢獻。第一太平董事會建議派發末

期股息每股2.00港仙，二零零五年派發股息合共每股3.00港仙。 

 

撇除金融工具的價值重估、匯兌差額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影響，核心溢利由二零零四

年之一億一千六百八十萬美元（九億一千一百萬港元）微升0.3%至一億一千七百二

十萬美元（九億一千四百二十萬港元）。有關增長乃由 PLDT 之強勁表現所帶動，

惟部分因 Indofood 表現稍遜而抵銷。已錄得溢利減少16.9%至一億三百萬美元

（八億三百四十萬港元），反映於二零零五年一月發行之一億九千九百萬美元可轉

換票據（可轉換票據）所含之期權因重估而產生之非現金虧損二千五百四十萬美元

（一億九千八百一十萬港元）及較高的利息開支。每股基本盈利由二零零四年之

3.89美仙（30.34港仙）減少17.0%至3.23美仙（25.1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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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為十九億八千六百一十萬美元（一百五十四億九千一百六十萬港元），較二

零零四年錄得之二十億五千四百六十萬美元（一百六十億二千五百九十萬港元）減

少3.3%，儘管Indofood以印尼盾計算之營業額錄得4.7%增長，惟因年內印尼盾貶

值引致集團營業額減少。於二零零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綜合負債對權益比率改善

至1.12倍（二零零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1.45 倍），反映綜合債務水平下降以及

權益總額增加。由於年內發行可轉換票據、額外購買 PLDT 股份，以及投資於 

Level Up，總公司於二零零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對權益比率輕微上升至

0.11倍（二零零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0.10 倍）。總公司之利息開支淨額增加 

61.1%至二千三十萬美元（一億五千八百三十萬港元），主要 反映由確認可轉換票

據所產生之利息開支。  

 

第一太平常務董事兼行政總監彭澤倫表示：「本人欣然宣布，本集團業務於改善盈

利能力方面取得進展，尤其是PLDT。PLDT股價於過去兩年上升逾89%，帶動第一太

平股價於同期上揚78%。PLDT於二零零五年錄得有史以來最彪炳的業績，現為菲律

賓盈利最高之企業。PLDT的驕人表現關鍵為其鍥而不捨致力向客戶提供嶄新增值服

務及產品。」 

 

「儘管營商環境充滿挑戰，第一太平之核心溢利仍能維持於相若水平。由於重估可

轉換票據所包括期權負債所產生之非現金虧損導致已錄得溢利淨額下降。然而，有

關重估虧損於經濟上足以由可轉換票據相關 PLDT 股份之增值所抵銷。我們的營運

公司基礎牢固及前景秀麗，並將在二零零六年之新發展帶動下更進步。預期PLDT 

將繼續推動溢利及現金流量增長，並繼續進行減債計劃。Indofood 正推行其提升

營運效益計劃。Metro Pacific 最近宣布其重組及資本重整計劃，實行此計劃將

有助其重建未來及抓緊菲律賓物業發展及基建項目之商機。我們將繼續在各公司的

牢固基礎上發展其潛能，並透過集團廣博的專業知識及豐富經驗提升其價值。」  

 

「於公布二零零五年中期業績時，我們曾表示擬增加派息比率。本人感到非常欣

喜，PLDT 的豐厚股息來源使我們得以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2.00 港仙，二零零五

年全年股息合共每股 3.00 港仙，派息比率佔核心溢利約10%。所派付之股息與我

們於年初向股東作出的承諾一致，我們的最終目標仍為向股東的投資帶來回報。」  

 

業務回顧  

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ompany (PLDT)  於二零零五年的溢

利淨額 表現再創歷史新高。於二零零五年，PLDT 為第一太平帶來核心溢利貢獻一

億三千二百二十萬美元，較二零零四年之一億一千七百一十萬美元增加 12.9%。以

披索計算，PLDT 扣除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前之綜合核心收入淨額增加 8.9% 至三

百一十三億披索（五億六千八百三十萬美元）。PLDT 盈利豐厚的無線業務加上其

穩定之固線業務，推動其於二零零五年之自由流動現金（以披索計算 ） 增加 

37.3% 至五百一十二億披索（九億三千一 百八十萬美元）。由於業績理想，PLDT 

得以將二零零五年派發之股息總額增至每股70披索（1.27 美元），派息率為二零

零五年核心盈利之40%，而綜合債務則減少七億一千三百萬美元，大幅超出原定目

標的五億美元。PLDT 集團之綜合債務結餘已減至面值二十一億美元，而二零零二

年年底則為三十八億美元。以綜合基準計算，年底之債務淨額約 為十六億美元。

於二零零五年年底，PLDT 之債務對除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以及債務對

自由流動現金之比率分別改善至1.4 倍及2.2 倍。 

 

PLDT 集團的無線業務為二零零五年業績表現強勁之主要動力來源。其網絡現已覆

蓋超過總人口的 99%。於年底，流動電話用戶總數增長一百二十萬戶（包括已流失

之客戶）至二千零四十萬戶，市場佔有率達59%。DoCoMo 加入成為策略夥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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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年初於菲律賓推出 3G 服務，使 PLDT 之服務組合更加豐富，並進一步奠定其

市場翹楚之地位。  

 

PLDT 集團繼續提升其網絡質素，以支援其不斷擴大之創新增值及寬頻服務，網絡

基建現可提供更便宜及更快的話音、視像及數據傳輸。此舉為其未來增長藍圖之一

部分。PLDT 計劃增加派息比率至最少為二零零六年核心盈利之50%，並進一步減低

債務三億美元。  

 

PT Indofood Sukses Makmur Tbk (Indofood) 二零零五年之表現受到印尼宏

觀環境欠佳、貨幣疲弱、燃料成本上漲及食品業競爭越趨激烈之不利影響。因此，

Indofood對第一太平之核心溢利貢獻減少 11.4% 至二千九百六十萬美元。儘管以

印尼盾計算之收入增加 4.7% 至十八萬八千億印尼盾，惟按美元計算之綜合收益則

輕微減少至十九億 二千三百四十萬美元。由於印尼盾貶值 5.5% 導致原材料成本

上升，加上麵食及種植園部門產品毛利率偏低，毛利率因而減少至  23.6% 。

Indofood 之收入淨額減至一千二百四十億印尼盾（一千二百七十萬美元），二零

零四年經重列之收入淨額為三千八百六十九億印尼盾（四千三百一十萬美元），收

入淨額減少主要由於將二億五千萬美元本金掉期合約平倉所錄得之二千八百七十四

億印尼盾（二千九百五十萬美元）及推行若干人手精簡計劃所需之二千三十七億印

尼盾（二千九十萬美元）之一次性開支（除稅前）。由於提早贖回歐元債券，利息

成本淨額因而減至八千一百一十九億印尼盾（八千三百二十萬美元）。 於二零零

五年，Indofood 減債一萬一千億印尼盾（一億一千一百九十萬美元）。於二零零

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償還債務結餘總額為六萬八千億印尼盾（六億九千一百八

十萬美元）。  

 

於二零零六年三月二日，Indofood 獲英國法院授予有利裁決，為其提供基礎，以

按面值贖回歐元債券。該等未贖回債券現時之餘額為一億四千三百七十萬美元。

Indofood 將運用內部資金及遞增債務撥付贖回款項。  

 

Indofood 將繼續精簡其供應及價值鏈，憑藉其現有之強大品牌及分銷網絡進一步

鞏固其市場領導地位，並重整公司業務策略及流程。  

 

Metro Pacific Corporation (Metro Pacific) 於二零零五年帶來六百萬美元

虧損，較二零零四年虧損九百四十萬美元大幅減少。主要由於其從事船務之附屬公

司 Negros Navigation Company之經營虧損大幅減少，加上Landco Pacific 

Corporation (Landco)之地產業務表現有所改善所致。Metro Pacific 錄得收

益淨額一億九千四百萬披索（三百五十萬美元），而二零零四年則錄得虧損淨額二

億四千二百萬披索（四百三十萬美元），反映其經營之業務穩定及若干債權人協議

對結欠款項作出一次性調整。以披索計算之收入減少 4.7% 至三十五億披索（六千

二百七十萬美元）；由於實施嚴格成本管理，經營開支減少25.8% 至六億三千二百

四十萬披索（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而由於與多名債權人訂立債務償還協議後債

務大減，因此財務費用由四億五千二百萬披索（八百一十萬美元）減少71.1% 至一

億三千七十萬披索（二百四十萬美元）。 

 

於二零零六年三月二十七日，Metro Pacific 宣布一項重組及資本重整計劃，加

強其資本基礎及將公司重新定位，以迎接新增長。計劃涉及將 Metro Pacific 股

份透過合併以削減股本及撇銷保留溢利內之虧損、將 Metro Pacific 股份交換作

一家新企業控股公司 Metro Pacific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MPIC) 之

股份、將 MPIC 於菲律賓證券交易所上市及同時撤回 Metro Pacific 之上市地

位以及進行供股計劃，並預期可籌得二十七億披索（五千九十萬美元）新資本。於 

計 劃 完 成 後 ， 第 一 太 平 及 Ashmore Global Special Situations Funds 2 

Limited 及／或由 Ashmor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管理之其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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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將成為 MPIC 之主要股東。 MPIC 將直接擁有 Landco 及 Metro Pacific 

之大部分權益。Landco 將可加快其多元化擴展市場層面及菲律賓物業市場之進

程。MPIC 亦將積極物色投資機會，尤其是基建項目方面 。  

 

Level U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Pte. Ltd. (Level Up) 為第一太平集團

作出一百五十萬美元虧損，主要源自其巴西及印度業務之開業成本。菲律賓業務方

面，Level Up 之付費用戶市場佔有率已達致約80%。於二零零六年二月，ePLDT 

購入 Level Up 之菲律賓業務 60% 權益，並計劃於二零零七年首季與其網絡遊戲

業務 netGames 合併。Level Up 之遊戲組合包括 Ragnarok、Rose Online 及 

RF Online。該公司將於二零零六年推出 Free Style Online、 Gunz 及 Grand 

Chase 等新遊戲。  

 

Level Up 正發展為多項遊戲發行商，擁有多元化遊戲組合及多項收入來源。該公

司將專注建立其於菲律賓、巴西及印度市場之領導地位，以加強其跨國規模經濟效

益。此 外， Level Up 繼續鞏固與主要遊戲開發商及發行商之良好關係，確保持

續取得優質 遊戲。  

 

二零零六年展望  

彭澤倫總結：「本年初，本集團分別為 PLDT 及 Metro Pacific 引入 DoCoMo 

及 Ashmore 作為策略夥伴。此舉加強 PLDT 及 Metro Pacific 之增長基礎及

財務前景。Indofood 持續進行之提升營運效益及重組活動已取得成效，該公司於

印尼消費食品業之實力已有所提升。Indofood 須因應瞬息萬變之營商及市場環境

不斷作出調整，以 加強其競爭優勢。  

 

「第一太平於二零零六年度踏進第二十五週年，這是一段殊不簡單之旅程。我們相

信，奉行開放、敢於面對挑戰及積極創新之態度，為提高業務效率之必需元素。展

望將來，本集團將更有效地分配資金至各項業務，以進一步提高本集團溢利及股東

價值。」  

 

進一步資料及分析  

隨附第一太平綜合損益計算表、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溢利貢獻摘要。第一太平之進一

步資料（包括個別業務之討論及分析、二零零五年目標回顧、二零零六年目標及財

務 分 析 ） 登 載 於 第 一 太 平 公 司 網 站 www.firstpacco.com 之 「 News, 

Announcements and Circulars」部分。二零零五年年報將於二零零六年四月中

旬寄發予股東，並將登載於 www.firstpacco.com。  

 

公司資料  

第一太平為一家建基於香港的投資及管理公司，業務位於東南亞。其業務以經營電

訊及消費性食品為主。第一太平於香港上市（股份代號︰00142），其股份亦透過

美國預託證券（美國預託證券代號︰FPAFY）方式在美國進行買賣。  

 

*     *     * 

 

查 詢 詳 情，請 聯 絡： 

 

張秀琼 電 話：(852) 2842 4336 

助理副總裁 

集團企業傳訊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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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計算表 

截至 12 月 31 日止年度 2005  2004 

百萬美元   (重新列示) 

營業額 1,986.1  2,054.6  

銷售成本 (1,511.7) (1,536.1) 

毛利 474.4  518.5 

權益攤薄及減持投資之（虧損）／收益淨額 (6.3) 8.0 

分銷成本 (175.0) (172.2) 

行政開支 (128.3) (126.7)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29.8) (20.3) 

借貸成本淨額 (107.3) (111.9) 

應佔聯營公司溢利減虧損 137.7  85.9 

除稅前溢利 165.4  181.3 

稅項 (26.6) (31.9) 

年內持續業務溢利 138.8  149.4 

年內一項已終止業務溢利 -  18.8 

年內溢利 138.8  168.2 

以下者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103.0  123.9 

  少數股東權益 35.8  44.3 

 138.8  168.2 

 

普通股股息  

中期 − 每股 0.13 美仙 (2004 年:無) 4.1 - 

末期擬派 − 每股 0.26 美仙 (2004 年:無) 8.2 - 

總額 12.3 -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美仙)    

基本 

  − 持續業務溢利 3.23  3.30 

  − 一項已終止業務溢利 -  0.59 

  − 年內溢利 3.23  3.89 

攤薄  

  − 持續業務溢利 3.17  不適用  

  − 一項已終止業務溢利 -  不適用  

  − 年內溢利 3.17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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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綜合資產負債表 

12 月 31 日結算 2005 2004 
百萬美元  (重新列示) 

非流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622.9  647.4 
種植園 169.0  147.4 
聯營公司 381.7  168.9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1.7  9.2 
商譽 32.7  36.5 
預付土地費用 34.5  41.0 
可供出售資產／長期投資 2.7  11.5 
遞延稅項資產 15.4  5.8 
受限制現金 -  4.7 
其他非流動資產 130.8  242.4 

   1,401.4  1,314.8 

流動資產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296.0  186.6  
受限制現金 4.7  4.5 
可供出售資產／短期投資 52.4  21.4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86.7  360.0 
存貨 303.0  281.4 
待售非流動資產 2.9  - 

 945.7  853.9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78.6  264.3 
短期債務 345.0  288.9 
稅項準備 11.2  26.2 
遞延負債及撥備之即期部份 15.3  18.1 

 650.1  597.5 

流動資產淨額 295.6  256.4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1,697.0  1,571.2 

權益  
已發行股本 31.9  31.9 
其他儲備 927.9  902.8 
累積虧損 (577.0 ) (707.3 )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382.8  227.4 
少數股東權益 323.9  363.7 

權益總額  706.7  591.1 

非流動負債  
長期債務 744.2  761.2 
遞延負債及撥備 92.7  107.1  
遞延稅項負債 114.1  111.8 
衍生工具負債 39.3  - 

 990.3  980.1 

 1,697.0  1,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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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溢利貢獻摘要 

  對集團 

 營業額   溢利貢獻
(i)

截至 12 月 31 日止年度 2005  2004  2005  2004 

百萬美元      (重新列示)
(ii)

 

PLDT
(iii)

 -  -  132.2  117.1  

Indofood 1,923.4  1,995.8  29.6  33.4  

Metro Pacific 62.7  58.8  (6.0) (9.4) 

Level Up
(iii)

 -  -  (1.5) - 

來自持續業務 1,986.1  2,054.6  154.3  141.1 

來自一項已終止業務
(iv)

 -  -  -  1.9 

來自營運 1,986.1  2,054.6  154.3  143.0 

總公司項目: 

  - 公司營運開支     (11.5) (10.0) 

  - 利息支出淨額     (20.3) (12.6) 

  - 其他支出     (5.3) (3.6) 

經常性溢利     117.2  116.8 

匯兌及衍生工具虧損 (18.5) (15.9) 

非經常性項目
(v)

 4.3  23.0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     103.0  123.9 

(i)  已適當地扣除稅項及少數股東權益。 

(ii) 由於集團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而於二零零五年一月一日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故集團將二零零四年母

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由一億三千四百五十萬美元重新列示為一億二千三百九十萬美元。 

(iii) 聯營公司。 

(iv) 指Escotel 。 

(v)  二零零五年的四百三十萬美元非經常性收益主要包括Indofood 就成立一間合營公司所收取之商譽補償  四百

八十萬美元、Metro Pacific與若干債權人就債務達成協議所作出之一次性調整,部份被因攤薄集團於PLDT之 

1.4% 權益而錄得的六百三十萬美元虧損所抵銷。二零零四年之非經常性收益二千三百萬美元主要包括出售

Escotel 49% 權益所得收益(一千七百一十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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