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財務業績 

溢利淨額由一億四千二百七十萬美元上升 31%至一億八千六百三十萬美元 

經常性溢利上升 1%至一億八千六百一十萬美元 

溢利貢獻總額上升 3%至二億五千七百九十萬美元  

營業額上升 16%至三十六億美元─歷來第二高位 

來自 INDOFOOD 及 MPIC 之溢利貢獻上升 

中期股息維持於每股 8.0 港仙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第一太平」或「本公司」) (香

港聯合交易所股份代號：00142)今天就其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6)個月之未經審

核財務業績作出報告，來自營運公司之溢利貢獻總額增加 3%至二億五千七百九十萬美

元，因大部份營運公司以當地貨幣計值的盈利錄得增長。此為第一太平歷來錄得第二高位

之半年度溢利貢獻。 

第一太平為一家具領導地位的投資管理及控股公司，集中投資於亞洲新興經濟市場，其為

菲律賓最大電訊、基建、採礦及蔗糖公司，以及印尼最大縱向綜合食品公司的主要股東。

本公司正與 Wilmar International Limited (「Wilmar」)合作，收購澳洲最大上市食品公司

Goodman Fielder Limited (「Goodman Fielder」)。 

第一太平的經常性溢利由一億八千五百一十萬美元上升 1%至一億八千六百一十萬美元。

溢利淨額由去年的一億四千二百七十萬美元上升 31%至一億八千六百三十萬美元，因種植

園之公平價值變動而錄得收益二百九十萬美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虧損二千三百六十萬

美元)及由去年的匯兌虧損轉為收益。每股基本盈利由 3.64 美仙(28.4 港仙)上升至 4.34 美仙

(33.9 港仙)。 

營業額由三十一億美元增加 16%至三十六億美元，此為歷來第二高位之半年度營業額，其

中計入來自新加坡PacificLight Power Pte Ltd.三億三千八百九十萬美元之首次收入。 

經考慮本公司各營運業務表現平穩，第一太平董事會批准派發中期現金股息每股 8.0 港仙

(1.03 美仙)，與去年相同。 

本公司常務董事兼行政總監彭澤仁表示：「本年度的上半年不是沒有挑戰，尤其是印尼

匯率的變動，以及我們在菲律賓的項目面對監管相關的延誤。儘管我們不能忽視面前

的挑戰，我們仍對業務前景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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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氏重申第一太平向股東作出的承諾，持續的派息政策為派發不少於經常性溢利的  25%為

股息。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第一太平與 Wilmar 組成各佔一半的合營公司，收購 Goodman 
Fielder 的全部股本，並於二零一四年七月獲得 Goodman Fielder 董事會向其股東建議接

受出價，此澳洲食品公司的估值為十三億二千萬澳元。完成此交易之程序正在進行

中。 

第一太平半年度盈利中的非經常性虧損由去年的三百四十萬美元倍升至七百六十萬美元，

主要反映業務發展成本、非經常性稅項費用及提早退休計劃開支。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總公司的債務淨額維持於十三億美元，而債務總額則為十七億

美元。定息債務佔總額 86%。混合利息成本為 5.5%，債務的平均到期年期為 5.5 年，而有

抵押債務則佔資產 40%。 

第一太平的主要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盈利的進一步詳情如下。 

 
業務回顧 

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ompany (「PLDT」)的核心溢利淨額由二零一三年

的一百九十四億披索上升 2%至本年度上半年的一百九十八億披索，乃由於服務收入上升

及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增加，以及融資成本下降。 

進一步詳情載於 www.pldt.com  

PT Indofood Sukses Makmur Tbk (「Indofood」)的銷售額增長強勁，核心溢利淨額由去

年的一萬八千億印尼盾增加 27%至二萬二千億印尼盾。綜合銷售淨額由去年的二十六萬九

千億印尼盾增加 26%至三十四萬一千億印尼盾。 

進一步詳情載於 www.indofood.com  

Metro Pacific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MPIC」)的核心溢利淨額由去年的三十九億披

索增加18%至四十六億披索，乃由於其四項主要業務均增長強勁。 

進一步詳情載於 www.mpic.com.ph 

Philex Mining Corporation (「Philex」)的核心溢利淨額由去年的八億一千八百萬披索下降

32%至五億五千九百萬披索，乃由於礦產質量下降，以致黃金及銅的每單位生產成本上

升。期內呈報溢利淨額由去年的十一億披索下降 42%至六億二千七百萬披索。 

進一步詳情載於 www.philexmining.com.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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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PLDT、Indofood 及 MPIC 的業務實力雄厚，利好第一太平持續的業務前景。管理層正為

完成 Goodman Fielder 的交易及隨之而來的商機作好準備，以落實業務發展計劃。印尼

的經濟狀態仍受關注，尤其是通脹及印尼盾疲弱，而菲律賓的通脹也開始浮現。合約法之

約束力於菲律賓日益備受關注，有關與政府的監管及合約安排的相關風險可能阻延需求急

切的基建投資。第一太平具防禦性的業務組合具備強健及可持續之盈利能力。 

基於寬頻、數據及互聯網服務需求的增長，PLDT 預計二零一四年核心溢利將由去年的三

百八十七億披索上升至三百九十五億披索。 

儘管競爭愈趨激烈及材料價格波動，Indofood 的增長持續穩定。由於其達約二億五千萬市

場人口的可支配收入穩定增長，預計 Indofood 於二零一四年的溢利可連續第十年錄得增

長。Indofood 繼續擴展其生產能及增加產品系列。 

縱使在若干情況下合約性收費的增幅仍停滯，但經濟增長及生活質素改善帶動收入及盈利

增長，MPIC 預計二零一四年核心溢利將由二零一三年的七十二億披索上升至八十億披

索。除此以外，MPIC 旨在物色新投資以擴展其業務組合，並繼續選擇性參與菲律賓政府

公私營計劃下的若干項目。 

Philex 的 Silangan 項目發展在進行中，目標是在這年代內投產。 

第一太平行政總監彭氏總結： 

「第一太平的營運公司於上半年的溢利貢獻增長較二零一三年的增長為高。我們較

大型的投資如 PLDT、Indofood 及 MPIC 預期於二零一四年有強勁的表現。 

宏觀而言，我們察覺到通脹隨著燃料及勞工成本增加悄然而至，尤其是於印尼及至

近期於菲律賓。經濟監管部門正採取行動以遏止此等壓力，而我們對於這些市場的

經濟增長將持續表現強勁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有關中國及歐洲的疲弱需求蔓延的

風險依然令人擔憂，但我們不太擔心因第一太平於各市場的增長大部份來自內需。 

我們希望，憑藉謹慎的資產管理，能令股東受惠於未來的經濟增長。我們承諾堅定不

移為股東帶來價值回報。透過我們的資本管理計劃繼續致力為股東帶來資本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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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及分析 
隨附本新聞稿： 

 第一太平之簡略綜合收益表  

 簡略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營運公司之溢利貢獻摘要  

 

第 一 太 平 及 其 營 運 公 司 的 進 一 步 盈 利 詳 情 可 瀏 覽 www.firstpacific.com 之 「 Investor 
Relations」一欄。 

 
公司簡介 
第一太平為一家建基於香港的投資管理及控股公司，業務位於亞洲。其主要業務為電訊、
基建、消費性食品及天然資源。第一太平於香港上市(香港聯合交易所股份代號：00142)，
其股份亦透過美國預託證券方式在美國進行買賣(美國預託證券代號：FPAFY)。進一步資
料請瀏覽www.firstpacific.com。 

 

*    *    * 

 

詳情查詢，請聯絡： 

任展弘 電話 : +852 2842 4374 

執行副總裁  手提電話 : +852 6336 1411 

集團企業傳訊   
 

張秀琼   電話 : +852 2842 4336 

副總裁  

集團企業傳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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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簡略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4 2013 

百萬美元      

營業額    3,612.1 3,123.8 

銷售成本   (2,574.8) (2,216.7)

毛利   1,037.3 907.1 

銷售及分銷開支   (260.7) (228.4)

行政開支   (279.4) (255.3)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38.4 (168.5)

利息收入   42.8 37.2 

財務成本   (173.3) (158.3)

應佔聯號公司及合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52.8 162.6 

除稅前溢利   557.9 296.4 

稅項    (115.5) (42.5)

期內溢利   442.4 253.9 

以下者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86.3 142.7 

   非控制性權益    256.1 111.2 

  442.4 253.9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美仙)                

   基本   4.34 3.64 

   攤薄    4.31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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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簡略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百萬美元  

 2014年 
6月30日 

結算 
(未經審核)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結算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091.3 2,920.1
  種植園   1,247.6 1,164.4
  聯號公司及合營公司   3,722.6 3,406.6
  商譽    1,079.4 1,047.1
  其他無形資產    2,534.9 2,386.8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6.5 18.5
  可供出售資產    162.9 63.7
  遞延稅項資產    184.0 162.9
  已抵押存款    26.1 11.1
  其他非流動資產    391.7 423.3
  12,467.0 11,604.5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以及短期存款  2,559.4 2,375.4
  已抵押存款及受限制現金    54.1 49.3
  可供出售資產    174.1 101.8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888.9 754.1
  存貨  
  種植園 

 842.1 
3.4 

695.7
2.0

  4,522.0 3,978.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398.9 980.7
  短期債務    1,169.6 1,067.0
  稅項準備    59.5 32.6
  遞延負債、撥備及應付款項之即期部份  262.4 250.4
  2,890.4 2,330.7
流動資產淨額   1,631.6 1,647.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098.6 13,252.1
權益    
  已發行股本  
  持作股份獎勵計劃之股份 

 43.0 
(9.6) 

43.1
(9.6)

  保留溢利   1,676.0 1,575.7
  其他權益成分    1,931.7 1,900.7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641.1 3,509.9
  非控制性權益    4,215.0 4,008.3
權益總額   7,856.1 7,518.2
非流動負債    
  長期債務    5,017.1 4,551.3
  遞延負債、撥備及應付款項   840.1 816.0
  遞延稅項負債    385.3 366.6
 6,242.5 5,733.9
 14,098.6 13,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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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溢利貢獻摘要 

 營業額  對集團溢利貢獻(i)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 2013      2014 2013

百萬美元    

PLDT(ii) - -  102.1 105.2 

MPIC 374.2 368.7  59.1 53.0 

Indofood 2,899.0 2,755.1  92.8 90.5 

Philex(ii) - -  6.2 3.2 

FPM Power 338.9 -  (5.8) (1.6)

FPM Infrastructure - -  1.9 - 

FP Natural Resources - -  1.6 - 

來自營運之貢獻(iii) 3,612.1 3,123.8  257.9 250.3 

總公司項目：      

  – 公司營運開支      (16.7) (18.2)

  – 利息支出淨額      (45.0) (42.5)

  – 其他支出     (10.1) (4.5)

經常性溢利(iv)    186.1 185.1 

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虧損) (v)  4.9 (15.4)

種植園公平價值變動之收益／(虧損)  2.9 (23.6)

非經常性項目(vi)  (7.6) (3.4)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86.3 142.7 

 
(i)  已適當地扣除稅項及非控制性權益 

(ii)  聯營公司 

(iii)  來自營運之貢獻指營運公司對本集團貢獻之經常性溢利 

(iv)  經常性溢利指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當中不包括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虧損、種植園公平價值變動之收益／
虧損及非經常性項目的影響。 

(v)  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虧損指本集團未對冲外幣債務淨額及應付款項之匯兌差額及衍生工具公平價值變動之收
益／虧損。 

(vi)  非經常性項目為若干項目由於發生次數或金額大小關係而不被視為經常性的營運項目之項目。二零一四年上半
年七百六十萬美元之非經常性虧損主要為 MPIC 的業務發展成本及於醫院集團重組所產生的稅項以及

Maynilad 的人力精簡成本。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三百四十萬美元之非經常性虧損主要為本集團債務再融資的成

本（一千八百萬美元），部份被 PLDT 出售商業流程外判業務之收益（一千二百一十萬美元）所抵銷。 
 
 
 
 

第七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