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於亞洲創建長期價值

2008
中期報告

股份代號： 00142



公司簡介

於亞洲創建長期價值

第一太平為一家建基於香港的投資及管理公司，業務位於
亞洲。其業務以經營電訊、消費性食品、基建及天然資源
為主。

第一太平於香港上市，其股份亦透過美國預託證券方式在
美國進行買賣。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第一太平於PLDT、Indofood
及MPIC的經濟權益分別為26.3%、51.5%及85.6%。

第一太平的主要投資摘錄於封底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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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財務摘要

經常性溢利

百萬美元

營運溢利貢獻

百萬美元

財務摘要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變動
百萬美元   （經重列）(i)

營業額 2,062.3	 1,���.1  +�0.0%

營運溢利貢獻 158.6	 10�.�  +��.�%

經常性溢利 126.5	 ��.0  +��.�%

匯兌及衍生工具（虧損）╱收益 (4.8	) 0.�  –

種植園公平價值變動之收益 12.7	 �.�  +���.�%

非經常性項目 22.4  �1�.1  -��.�%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56.8  ���.�  -��.�%

	 2008年		 �00�年
	 6月30日		 1�月�1日
 結算  結算  變動
百萬美元   （經重列）(i)

資產總值 5,847.1	 �,���.�  +11.�%

債務淨額 1,552.1	 1,���.�  +�.�%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206.5  1,1��.�  +�.�%

權益總額 2,341.9	 �,1��.1  +10.0%

每股數據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變動
美仙   （經重列）(i)

經常性溢利 3.92	 �.�0  +��.�%

基本盈利 4.86	 �.��  -��.�%

股息 0.38	 0.��  +��.�%

財務比率

	 2008年		 �00�年
	 6月30日		 1�月�1日
倍 結算  結算  變動
   （經重列）(i)

負債對權益比率 (ii)

 －綜合 0.66	 0.��  -�.�%

 －總公司 0.25	 0.��  -��.�%

(i) 請參閱簡略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B)
(ii) 以債務淨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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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目標：半年度回顧

目標：繼續提高營運公司之盈利能力
成績：達成。所有營運公司營運業績均有所增長。PLDT及 Indofood對第一太平集團的溢利貢獻分別增加��%
及1�0%。MPIC自二零零七年同期虧損一百五十萬美元（經重列）轉虧為盈，溢利貢獻達一百一十萬美元。

目標：投資於亞洲新興市場的電訊、基建、天然資源及消費品業務，以配合及擴充公司現有業務組合
成績：大致達成。第一太平集團擴展基建、健康護理及種植園業務組合。於菲律賓，MPIC完成將七億五千
萬披索（一千六百七十萬美元）的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轉換為Medical Doctors, Inc.的��%股權。MPIC亦以
四億九千八百萬披索（一千一百一十萬美元）之代價收購棉蘭老島南部主要醫療構Davao Doctors Hospital的
��%權益。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結算日後，MPIC將其於Maynilad的實際權益由��%增至�1%（按全面攤薄基準
計算），並同意收購Manila North Tollways Corporation的��.1%權益。

於印尼，Indofood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以三千七百五十億印尼盾（四千零七十億美元）認購一間糖作物種植園
公司�0%權益，及於八月就收購一家於印尼具領導地位之乳製品生產商 Indolakto ��.�%權益而簽訂一份無
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以擴展其業務組合。

目標：按本公司整體投資計劃及財務狀況作好資本管理，以提高股東回報
成績：部份達成並繼續進行中。中期股息增加至每股�.00港仙（0.��美仙），將於二零零八年十月派發。於二
零零八年七月十五日，第一太平以代價五百五十萬美元購回合共八百七十萬股股份。

目標︰維持整體服務收入增長及盈利能力
成績︰達成並繼續進行中。綜合服務收入增長�%至七百零三億披索（十六億六千二百七十萬美元），大部份
是由於流動電話及寬頻用戶基礎增長令無線業務之收入增加。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率穩佔服
務收入的��%。

目標︰透過內部增長及進行收購，加快無線、寬頻與及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務的發展
成績︰達成並繼續進行中。合計GSM用戶基礎由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的二千七百一十萬名增加��%至二
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三千三百二十萬名（或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三千萬名增加11%），寬頻用
戶數目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000名增加�1%（或1��,000名）至���,000名。而資訊及通訊科技業
務的Ventus與SPi僱員總數增至1�,�00名。預計二零零八年全年的綜合資本開支由原先預計之二百五十四億
披索（五億六千五百七十萬美元）增加1�%至二百八十五億披索（六億三千四百七十萬美元），主要用於應付
無線及寬頻用戶增長超出預期所需及加快於無線寬頻容量的投資。

目標︰提升產品創新、專業技術及網絡的協同優勢
成績︰達成並繼續進行中。向個人、中小型企業及公司客戶提供各式各樣且價格相宜的增值組合服務。於
上半年推出的新產品包括透過便攜式無線調制解調器上網的Plug-It預繳變體服務；PLDT Landline Plus同時結
合固線及無線平台，為於有限或沒有PLDT固網服務覆蓋地區之客戶提供固網無線電話服務。Uzzap為菲律
賓首項劃一收費、集各項功能於一身的無限即時短訊服務，讓用戶可透過流動電話享用短訊、即時訊息及
電郵功能。

目標︰提高服務質素，透過多種類的服務及解決方案，大幅改善客戶服務體驗
成績︰達成並繼續進行中。無線業務方面，PLDT繼續投資於網絡，以應付流動電話及無線寬頻服務用戶的
增長。固線業務方面，PLDT持續改善話音及數碼固線服務，且致力縮短等候及修復時間。為改善服務而於
室外設施的投資的成效日益顯著。

目標︰持續進行資本管理，維持向普通股股東派發相當於二零零八年核心盈利�0%的股息，並保留採用「回
顧」策略，於股價未能反映管理層所認為的股份價值時進行股份回購計劃
成績︰達成並繼續進行中。PLDT宣布派發中期股息每股七十披索（1.��美元），相當於期內核心盈利的�0%。
PLDT穩健的自由流動現金狀況，使PLDT可同時進行資本管理及業務擴展計劃。PLDT董事會已批准進行
兩項股份回購計劃，最多可購回合共四百萬股股份。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六日，PLDT已按平均價格每股
二千五百三十二披索（��.�美元）購回約1,��0,000股股份，並列為庫存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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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目標：半年度回顧

目標：提升品牌實力及維持市場地位
成績：達成並繼續進行中。有賴其具競爭力的綜合架構、規模經濟效益、強大品牌實力、多元化組合及
龐大的當地分銷網絡，Indofood主要業務集團成功維持市場地位。期內綜合銷售淨額增加��.�%至十八萬
九千二百二十二億印尼盾（二十億零四千四百八十萬美元）。

目標：主要業務集團繼續推行特定提升生產及成本效益計劃
成績：繼續進行中。儘管期內原料及燃料有關成本高企，溢利淨額仍增加1��.�%至八千二百七十四億印尼
盾（八千九百四十萬美元）。

目標：IndoAgri與Lonsum營運整合
成績：繼續進行中。IndoAgri與Lonsum業務整合包括合併採購燃料及優質肥料、分享研發、培植及種植園管
理最佳方法的專業知識。

目標：將短期債項再融資為較長期信貸
成績：達成。Indofood以現金及新短期債務償還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到期的一萬二千億印尼盾（一億三千萬美
元）債券。IndoAgri附屬公司SIMP完成將用作收購Lonsum的一億八千萬美元及二萬四千億印尼盾（二億六千
零二十萬美元）過渡貸款再融資為較長期的貸款。

目標︰落實基建、健康護理及酒店發展業務的新投資機會
成績︰達成並繼續進行中。MPIC透過悉數轉換七億五千萬披索（一千六百七十萬美元）的可換股票據收購
Medical Doctors, Inc. (MDI)的��.�%股權；其亦以約四億九千八百萬披索（一千一百一十萬美元）收購Davao 
Doctors Hospital (DDH)的��.0%股權，並獲委任為Cardinal Santos Medical Center的過渡期經營機構。

於八月，MPIC建議以代價約一百二十三億披索（二億七千八百七十萬美元）收購Manila North Tollways 
Corporation (MNTC)的��.1%股權。MNTC持有North Luzon Expressway特許經營權（有效期至二零三零年）及Tollways 
Management Corporation的��%股權。預期交易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完成。

MPIC繼續專注於健康護理、收費道路、港口的商機，並可能參與農業及採礦業務。

目標︰擴展中高檔市區住宅及豪華住宅渡假村項目的組合
成績︰豪華住宅度假村的需求或會隨著經濟週期放緩，MPIC會按此檢討擴展計劃。然而，位於馬尼拉市南
部的市區住宅Tribeca項目需求仍然殷切，首四幢公寓約��%的單位已售出。

目標︰為擴展業務落實融資
成績︰MPIC於七月及八月發行六十六億股新股，為向Ashmore及第一太平增購Maynilad股權、轉換可換股債
務、以及償還因收購Maynilad、MDI及DDH權益而向第一太平聯號公司取得的墊款籌集資金。MPIC的法定股
本由四十六億披索（一億零二百四十萬美元）增至一百二十億披索（二億六千七百三十萬美元）。所增加的法
定股本七十四億披索（一億六千四百八十萬美元），包括七十三億五千萬股每股面值1披索（�.�美仙）的普通
股及五十億股每股面值0.01披索（0.0�美仙）的優先股。轉換可換股債務及償還墊款後，MPIC將無負債。

目標︰繼續提升Maynilad、Landco、MDI及DDH的盈利能力
成績︰於Maynilad達成，Maynilad的無提供收入用水比率由二零零七年六月約��.1%減至二零零八年六月的
��.�%。總收費用水量較去年同期的1�1,000,000立方米增加�.�%至1��,�00,000立方米，總收費客戶數目較
二零零七年六月底的���,���名增加�.�%至���,0��名。

由於MDI之平均佔用率上升，加上推行成本管理計劃奏效，令其收入淨額增加�.0%至十四億披索
（三千三百一十萬美元），而核心溢利淨額則增加1.�%至一億零六百二十萬披索（二百五十萬美元）。

Landco的核心溢利淨額減至一千七百九十萬披索（四十萬美元），反映因發展步伐減慢而導致已確認收入減
少。儘管如此，銷售額仍上升�1%至二十七億披索（六千三百九十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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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按國家分類之溢利貢獻

百萬美元

溢利貢獻摘要

	 	 對集團
	 營業額	 溢利貢獻 (i)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2008	  �00�

百萬美元       （經重列）(ii)

PLDT(iii) –  –  106.9	  ��.�

Indofood 2,044.8	  1,��0.0  50.6	  �0.�

MPIC 17.5  1�.1  1.1	  (1.� )

來自營運 2,062.3	 	 1,���.1  158.6	  10�.�

總公司項目：
 －公司營運開支     (7.8	) (�.� )

 －利息支出淨額     (12.8	)	 (1�.1 )

 －其他支出     (11.5	) (0.� )

經常性溢利     126.5	  ��.0

匯兌及衍生工具（虧損）╱收益 (iv)     (4.8	) 0.�

種植園公平價值變動之收益 (ii)     12.7	  �.�

非經常性項目 (v)     22.4	 	 �1�.1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56.8  ���.�

(i) 已適當地扣除稅項及少數股東權益
(ii) 由於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第1�號「服務特許權協議」（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故此本集團將其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由三億零一百六十
萬美元重列為二億九千七百五十萬美元。重列之詳情載於簡略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B)。此外，為更清晰列明有關營運業績及經常性溢利貢獻，本集團已將 Indofood
種植園公平價值之變動自其經常性溢利分別出來，並另行呈列。因此，本集團亦
已將 Indofood的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溢利貢獻由二千三百八十萬美元重列為二千零
二十萬美元。

(iii) 聯營公司
(iv)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之匯兌及衍生工具虧損包括被指定列作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的若干PLDT股份之公平價值變動而產生的虧損三百九十萬美元（二零
零七年上半年︰收益八百二十萬美元）及折算本集團未對冲以外幣訂值的債務及
應付款項及衍生工具公平價值變動之匯兌差額而產生之虧損九十萬美元（二零零
七年上半年：七百四十萬美元）。

(v)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之非經常性收益二千二百四十萬美元主要包括減持及攤薄
本集團於PLDT權益之收益九百八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之非經常性收益
二億一千六百一十萬美元主要包括以PLDT股份償付若干總公司可轉換票據而減
持本集團於PLDT權益之收益一億五千三百三十萬美元及攤薄本集團於 Indofood的
食油及種植園業務的實際權益之收益五千四百四十萬美元。

期內，本集團營業額增加�0.0%至二十億六千二百三十萬美元（二零零七
年上半年：十三億七千五百一十萬美元），主要反映 Indofood營業額之增
加。本集團業務的營運表現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有所增長，錄得溢利貢
獻總額一億五千八百六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一億零三百三十萬
美元），增幅為��.�%。經常性溢利亦由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的七千七百萬
美元增加��.�%至一億二千六百五十萬美元，而本集團錄得匯兌及衍生
工具虧損淨額四百八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收益八十萬美元）、
種植園公平價值變動收益一千二百七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
三百六十萬美元）以及非經常性收益淨額二千二百四十萬美元（二零零七
年上半年：二億一千六百一十萬美元）。因此，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上半
年錄得溢利淨額一億五千六百八十萬美元，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溢利淨
額二億九千七百五十萬美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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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營運業績是按以披索及印尼盾為主的當地貨幣計算，經折算後綜合為以美元為單位的本集團業

績。各有關貨幣兌美元匯率的變動概述如下。

 2008年  �00�年    �00�年

 6月30日  1�月�1日  �個月  �月�0日

收市	 結算  結算  變動  結算  年度變動

披索 44.90  �1.��  -�.1%  ��.��  +�.0%

印尼盾 9,225  �,�1�  +�.1%  �,0��  -1.�%

 截至  截至    截至

 2008年  �00�年    �00�年

 6月30日止  1�月�1日止  �個月  �月�0日止

平均 6個月  1�個月  變動  �個月  年度變動

披索 42.28  ��.��  +�.�%  ��.��  +1�.�%

印尼盾 9,254  �,1��  -1.0%  �,0��  -�.�%

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匯兌及衍生工具虧損淨額四百八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收益八十

萬美元），其進一步分析如下：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百萬美元

總公司 (2.9	)	 (�.� )

PLDT 3.2		 �.�

Indofood 0.4		 0.�

MPIC (5.5	)	 �.�

總計 (4.8	)	 0.�

資本管理

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五日，第一太平以代價五百五十萬美元購回共八百七十萬股股份。董事會批准派發

中期股息每股�.00港仙（0.��美仙），股息將於二零零八年十月派付。

PLDT宣布派發中期股息每股七十披索（1.��美元），相當於期內核心盈利的�0%。PLDT穩健的自由流動現金

狀況，使PLDT可透過支付大額股息有效地推行資本管理計劃，並同時開展業務擴展計劃。PLDT董事會已批

准相繼進行兩項股份購回計劃，各計劃可分別購回�,000,000股股份。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六日，PLDT已

按平均價格每股二千五百三十二披索（��.�美元）購回約1,��0,000股股份，並列為庫存股份。

Indofood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完成向策略投資者Societe Rennes S.A.R.L. （Zurich Assets International Ltd.的全

資擁有附屬公司）出售部份庫存股份（相當於��1,�00,000股股份）。先前購回所持有餘下之���,�00,000股庫

存股份已被註銷。因此，第一太平於 Indofood的權益由�1.�%減至�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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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

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第一太平集團擴展基建、健康護理及種植園業務組合。於菲律賓，MPIC完成將

七億五千萬披索（一千六百七十萬美元）的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轉換為Medical Doctors, Inc.的��%股權。MPIC亦

以四億九千八百萬披索（一千一百一十萬美元）之代價收購棉蘭老島南部主要醫療機構Davao Doctors Hospital

的��%權益。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結算日後，MPIC將其於Maynilad的實際權益由��%增至�1%（按全面攤薄基

準計算），並同意收購Manila North Tollways Corporation的��.1%權益。

於印尼，Indofood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以三千七百五十億印尼盾（四千零七十萬美元）認購一間甘蔗種植園公

司�0%權益，及於八月就收購一家於印尼具領導地位之乳製品生產商 Indolakto ��.�%權益而簽訂一份無法

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以擴展其業務組合。

展望

全球經濟放緩、通脹壓力雖稍減退及疲弱的資本市場，均令本集團業務的營商環境更具挑戰。然而，憑藉

本集團業務的雄厚實力，本集團對全年度盈利前景依然樂觀。本集團將致力並專注達成本集團二零零八年

的營運及溢利目標。



0�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業務回顧

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ompany (PLDT)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仍能延續二零零七年的溢利佳績。溢利

貢獻主要來自流動電話、寬頻及數據服務收入增加及若干衍生交易收益增加。對本集團的溢利貢獻增加

��%至一億零六百九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八千四百六十萬美元），相當於第一太平自附屬公司及

聯營公司營運所得溢利貢獻總額的��%。

－ 綜合溢利淨額增加1�%至一百九十三億披索（四億五千六百五十萬美元）

－ 核心溢利淨額增加�%至一百八十七億披索（四億四千二百三十萬美元）

－ 綜合服務收入增加�%至七百零三億披索（十六億六千二百七十萬美元）

－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綜合盈利增加�%至四百三十八億披索（十億三千六百萬美元）

－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綜合盈利率穩佔服務收入的��%

－ 綜合自由流動現金增加1�%至二百八十二億披索（六億六千七百萬美元）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底，流動電話用戶基礎達��,�00,000名

－ 寬頻用戶總數維持於���,000名，寬頻及互聯網服務所得總收入則增加��%至五十一億披索（一億二千

零六十萬美元）

－ 已宣布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七十披索（1.��美元）

以披索計算，未計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前PLDT的綜合核心溢利淨額增加�%至一百八十七億披索

（四億四千二百三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一百七十二億披索；三億六千一百四十萬美元），反映服務

收入及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增長，以及融資成本減少。溢利淨額增加1�%至一百九十三億披

索（四億五千六百五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一百七十一億披索；三億五千七百二十萬美元），是由於

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淨額增加。以美元計算，綜合核心溢利淨額及錄得之溢利淨額分別增加��%及��%。

綜合服務收入上升�%至七百零三億披索（十六億六千二百七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六百七十一億

披索；十四億一千萬美元），主要由流動電話及寬頻業務收益增加帶動。PLDT集團約��%的服務收入與美元

掛鈎。由於採用對冲合約抵銷部份二零零八年的貨幣風險，故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僅有1�%收入受披索匯率

波動所影響。倘披索匯率維持平穩，綜合服務收入可多錄得�%增長。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綜合盈

利上升�%至四百三十八億披索（十億三千六百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四百一十九億披索；八億八千

零四十萬美元），而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率穩佔服務收入之��%（二零零七年上半年：��%）。

預期當電腦、手提電腦及接入設備成本繼續下降至更多人可負擔的水平時，加上小額預付增值服務計劃作

配套，菲律賓的寬頻服務需求將會上升。

二零零八年全年的預計綜合資本開支自原先預計的二百五十四億披索（五億六千五百七十萬美元）上升1�%

至二百八十五億披索（六億三千四百七十萬美元），以用作無線及寬頻用戶增長超出預期之所需及加快於無

線寬頻容量的投資。

PLDT於扣除八十七億披索（二億零五百八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一百億披索；二億一千零一十萬美

元）資本開支後，綜合自由流動現金增加1�%至二百八十二億披索（六億六千七百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

年：二百四十四億披索；五億一千二百七十萬美元）。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底，PLDT之綜合債務總額及淨額分別為十六億美元及九億美元。債務淨額對除利息、稅

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之比率為0.�倍，數據保持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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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DT宣布派發中期股息每股七十披索（1.��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六十披索；1.��美元），佔期內核心盈

利�0%。PLDT穩健的自由流動現金狀況，使PLDT可透過支付大額股息有效地推行資本管理計劃，並同時開

展業務擴展計劃。PLDT董事會已批准相繼進行兩項股份購回計劃，各計劃可分別購回二百萬股股份。截至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六日，PLDT已按平均價格每股二千五百三十二披索（��.�0美元）購回約1,��0,000股股份，

並列為庫存股份。

無線業務Smart及Piltel持續增長之勢頭主要有賴特定市場推廣方案與預繳用戶的增值服務組合所推動。

Smart及Piltel之綜合無線服務收入增加�%至四百五十八億披索（十億八千三百三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

半年：四百三十億披索；九億零三百六十萬美元），乃由於流動電話數據收入及無線寬頻收入分別增長11%

及10�%。混合ARPU淨額減少1�%至二百二十披索（�.�美元）。然而，吸納用戶的成本持續下降令盈利率得

以保持。吸納預繳用戶的成本維持佔混合預繳ARPU淨額�0�披索（�.�美元）約��%。

綜合無線服務之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增加�%至二百九十七億披索（七億零二百五十萬美元）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二百八十二億披索；五億九千二百六十萬美元），而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率則微降至��%（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乃由於二零零八年首季一項與衛星業務有關的一次性支出所

致。

Smart及Piltel之Talk ‘N Text服務合計之GSM用戶基礎增加三百二十萬名至三千三百二十萬名（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三千萬名），以用戶數目計之市場佔有率為��%，以收入計則為��%。用戶人數持續增加主要

受一系列具吸引力且價格相宜的推廣組合所帶動。推廣服務包括每個短訊收費低至0.1�披索（0.��美仙），

以及話音收費每分鐘1披索（�.��美仙）至�披索（�.��美仙）。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底，菲律賓流動電話滲透率

（包括同時擁有多張SIM卡的用戶）約為��%。

Smart之無線寬頻服務SmartBro的用戶基礎較二零零七年年底增長��%至四十萬八千名。

Smart推出兩項新服務︰透過便攜式無線調制解調器上網的Plug-It預繳變體服務及Uzzap，其為菲律賓首項劃

一收費、集各項功能於一身的無限即時短訊服務，讓用戶可透過一個流動電話同時享用短訊、即時訊息及

電郵功能。

Smart將繼續針對客戶使用模式，劃分不同市場分部，以及因應客戶的需要及消費力，推出各種組合計劃，

以吸引新客戶及保留現有客戶。Smart將繼續秉承其創新精神，推出嶄新及相關的增值服務。基於通脹的負

面影響，無線用戶基礎的增長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或會放緩。

固線業務錄得輕微增長。由於數據服務的貢獻有所增長，其中包括為公司客戶提供的數碼固線服務、網絡

連接及產品配套收入增加。

固線服務收入上升�%至二百四十六億披索（五億八千一百八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二百三十七億

披索；四億九千八百萬美元），乃由於數據服務收入增加以及本地轉駁及國內長途電話收入穩定，惟受國

際長途電話服務收入減少所抵銷。國際長途電話服務收入減少乃由於披索升值、平均回撥通話率下降及電

話用量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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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服務貢獻增加��%至九十億披索（二億一千二百九十萬美元），佔固線服務收入的��%。除利息、稅項、折

舊及攤銷前盈利上升�%至一百三十六億披索（三億二千一百七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一百三十二億

披索；二億七千七百四十萬美元），而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率則微降至��%（二零零七年上半

年：��%）。

PLDT的零售數碼固線用戶基礎增長��%至約���,000名（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名）。收入增

長��%至二十五億披索（五千九百一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十八億披索；三千七百八十萬美元），

佔PLDT集團寬頻及互聯網收入的�1%。

PLDT集團的數碼固線、無線寬頻及互聯網服務收入上升��%至五十一億披索（一億二千零六十萬美元）（二

零零七年上半年：三十三億披索；六千九百三十萬美元），合計用戶基礎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000名增長�1%至���,000名。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PLDT推出預繳固網無線電話服務PLDT Landline Plus  (PLP)。PLP採用固網及無線綜合平台，

為於有限或沒有PLDT固網服務覆蓋地區之客戶提供固網無線電話線。該服務按定額服務月費於指定通話

範圍提供大量本地通話時間及數據服務。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底用戶人數逾11�,000名。

固線業務正進行提升計劃，其中包括以全互聯網入門的新世代網絡取代現有網絡，並致力透過縮短等候及

修復時間，及提升室外設施以提高服務質素。

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務ePLDT提供的服務包括主要透過SPi集團提供的知識處理方案服務（亦稱「業務流程外

判」）以及Ventus品牌的客戶互動（亦稱「傳呼」）服務。

由於傳呼服務集團Ventus收入及Vitro數據中心收入分別增長�%及1�%，ePLDT服務收入增長�%至五十億披

索（一億一千八百三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四十八億披索；一億零九十萬美元），惟部份被SPi的法

律查證及醫療轉錄服務收入減少所抵銷。期內，Ventus及SPi的服務收入分別錄得十六億披索（三千七百八十

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十五億披索；三千一百五十萬美元）及二十五億披索（五千九百一十萬美元）（二

零零七年上半年︰二十六億披索；五千四百六十萬美元），佔ePLDT服務收入總額約��%。除利息、稅項、折

舊及攤銷前盈利下降1�%至四億八千一百萬披索（一千一百四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五億四千五百

萬披索；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而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率下降至10%（二零零七年上半年︰

11%），主要由於披索升值對大部份以美元訂值的收入帶來負面影響，加上僱員報酬、租金及維修費用增加

所致。

Ventus現時於七個營運設施共有�,��0名顧客服務代表及逾�,�00個座位，並正與現有大客戶及新客戶簽訂

新合約。

SPi於1�個營運設施共有�,�00名員工，其中��%位於菲律賓，其餘則位於美國、印度及越南。於二零零八年

上半年健康護理、出版及法律部門分別佔業務流程外判業務收入的��%、��%及�0%。出版及醫療單據業

務表現大致符合預期，惟法律查證及醫療轉錄業務則需進一步加強銷售能力及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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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展望

在全球油價高企及環球經濟放緩的影響下，預期二零零八年下半年菲律賓經濟增長將受限制。油價及食品

價格上漲可令消費需求下降。然而，預計海外菲律賓勞工持續匯款回國可支持消費力。

PLDT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業績並無受通脹嚴重影響，惟下半年或會因延遲反映消費需求減少及經營成本增加

所影響。PLDT會繼續提供一系列產品、服務組合及優惠，以迎合用戶需求及配合不同客戶的消費力。PLDT

亦加緊控制成本以維持盈利率。

PLDT與第一太平所呈報的業績之對賬

PLDT的業績主要以披索計算，平均匯率為��.��披索（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披索）兌1美元。PLDT根據菲

律賓公認會計準則編製財務業績，以披索呈報。第一太平則根據香港公認會計準則編製財務業績，以美元

呈報。菲律賓公認會計準則及香港公認會計準則大致上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為基礎，然而，PLDT以披索呈

報的業績仍須作出若干調整，以確保全面符合香港公認會計準則。該等調整之分析如下。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百萬披索

按菲律賓公認會計準則計算之溢利淨額 19,270		 1�,00�

優先股股息 (i) (44	)	 (�� )

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19,226		 1�,���

會計處理差異 (ii)

 －重新分類非經常性項目 －		 ���

 －其他 (1,435	)	 (1,�0� )

集團公司間項目 (iii) 150		 1�0

按香港公認會計準則計算之調整後溢利淨額 17,941		 1�,���

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 (iv) (563	)	 (��� )

由第一太平呈報之PLDT溢利淨額 17,378		 1�,���

百萬美元

以當時平均匯率計算之溢利淨額

 �00�年上半年：��.��披索及�00�年上半年：��.��披索 411.0		 ��1.1

按平均股權計算對第一太平集團溢利貢獻

 �00�年上半年：��.0%及�00�年上半年：��.�% 106.9		 ��.�

(i) 第一太平之溢利淨額於扣除優先股股息後列賬。
(ii) 菲律賓公認會計準則的會計處理方式與香港公認會計準則不同，就此作出的主要調整項目包括：

－ 重新分類非經常性項目：若干項目由於發生次數或金額大小關係而不視為經常性的營運項目，已重新分配並另行列
示。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七億披索為引入新世代網絡過程而產生之額外加快折舊開支未有計算在內而另行列示為
非經常性項目。

(iii) 該等標準的綜合賬項調整是為了註銷集團公司間的交易，以將集團作為單一經濟實體列報。
(iv) 為反映基本營運業績及溢利貢獻，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經扣除有關稅項）未有計算在內而另行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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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PT Indofood Sukses Makmur Tbk (Indofood)對本集團的溢利貢獻增加1�0.�%至五千零六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

上半年：二千零二十萬美元）。

－ 溢利貢獻增加1�0.�%至五千零六十萬美元

－ 綜合銷售淨額增加��.�%至十八萬九千二百二十二億印尼盾（二十億四千四百八十萬美元）

－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增至1�.�%

－ 綜合債務淨額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1�.�%至九萬二千一百二十六億印尼盾

（九億九千八百六十萬美元）

－ 淨負債對權益比率上升至1.��倍

綜合銷售淨額增長��.�%至十八萬九千二百二十二億印尼盾（二十億四千四百八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

半年：十二萬三千零一十五億印尼盾；十三億六千萬美元），由本年度綜合Lonsum業績及現有品牌產品售

價上升帶動。Indofood的四項策略性業務包括品牌消費品、Bogasari、農業業務以及分銷業務，分別佔綜合

銷售淨額的�0.�%、�0.1%、��.�%及11.�%。

由於廣告及宣傳開支、出口稅、僱員及燃料相關成本上升，令綜合營運開支增加��.�%至二萬

二千九百六十六億印尼盾（二億四千八百二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一萬五千八百六十三億印尼盾；

一億七千五百四十萬美元）。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增至1�.�%（二零零七年上半年：�.1%），主要由於銷售

淨額上升所致。雖然利息開支較高，但由於營運溢利上升，收入淨額增加1��.�%至八千二百七十四億印尼

盾（八千九百四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三千六百七十二億印尼盾；四千零六十萬美元）。

綜合債務淨額增加1�.�%至九萬二千一百二十六億印尼盾（九億九千八百六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七萬八千五百零六億印尼盾；八億三千三百三十萬美元），反映為應付營運資金所需而新增的

借貸。由於負債水平上升（包括小麥進口的信託收據額提高），故淨負債對權益比率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1.10倍微增至1.��倍。

再融資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Indofood以內部現金資源及短期債務償還總值一萬二千億印尼盾（一億三千萬美元）的

印尼盾債券。

IndoAgri的一間附屬公司SIMP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完成將用作收購Lonsum的一億八千萬美元及二萬四千億印

尼盾（二億六千零六十萬美元）之過渡貸款再融資。於二零零八年四月，SIMP將一億六千萬美元債務再融資

為五年期債務。於二零零八年七月，SIMP透過將一千萬美元及一萬億印尼盾（一億零八百四十萬美元）重組

為五年期貸款，並將另外一萬三千億印尼盾（一億四千零九十萬美元）重組為一年期貸款，完成餘下的二千

萬美元及二萬四千億印尼盾（二億六千零六十萬美元）過渡貸款再融資。餘下的一千萬美元及一千億印尼盾

（一千零八十萬美元）債務將於到期時以內部現金償還。

庫存股份

為遵守有關庫存股份的新公司法，Indofood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完成向策略投資者Societe Rennes 

S.A.R.L.（Zurich Assets International Ltd之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出售部份庫存股份（相當於��1,�00,000股股份）。先

前購回所持有餘下的���,�00,000股庫存股份已被註銷，因此第一太平於Indofood的權益由�1.�%減至�0.1%。

品牌消費品

此業務集團總銷售額增長�0.�%至五萬九千零二十五億印尼盾（六億三千七百八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

半年：四萬五千二百九十三億印尼盾；五億零八十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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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 Indofood

麵食 Indomie、Sarimi、Supermi、Sakura、Pop Mie及Mi Telur � ayam仍然是受歡迎的品牌，以品質見稱。該部門

的年產量可達一百五十一億包。作為市場領導者，Indofood可帶頭提高售價以彌補投入成本的加幅。

銷售額上升��.�%至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五億印尼盾（五億七千一百四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三萬

九千五百七十八億印尼盾；四億三千七百六十萬美元），反映平均售價上升。由於售價上升影響價格較低

產品的銷量，令銷量下降10.�%至五十五億包。儘管原料成本（尤其是麵粉及煮食油）持續高企，惟除利息及

稅項前盈利率微升至�.�%（二零零七年上半年：�.�%）。

食品調味料銷售額下降1.�%至二千零一十七億印尼盾（二千一百八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二千零

四十七億印尼盾；二千二百七十萬美元），主要是由於銷量下降�.0%至二萬五千三百噸 （二零零七年上半

年︰二萬六千一百噸）。因原料及包裝成本上升，令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下降至�.�%（二零零七年上半

年︰�.�%）。

零食銷量增加及售價上升令銷售額增加��.�%至二千四百一十億印尼盾 （二千六百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

半年︰一千九百二十九億印尼盾；二千一百三十萬美元）。銷量增加至五千三百八十九噸 （二零零七年上半

年︰四千七百三十噸），大部份貢獻來自薯片類產品（馬鈴薯及木薯）。由於煮食油原料成本及運輸成本上

升，令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下降至0.�%（二零零七年上半年︰0.�%）。

營養及特別食品儘管售價上升導致銷量下降11.1%至五千三百六十九噸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六千零

四十三噸），惟銷售額僅微降至一千七百二十三億印尼盾（一千八百六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

一千七百三十九億印尼盾；一千九百二十萬美元）。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減至�.�%（二零零七年上半年︰

1�.�%）。

Bogasari

Bogasari集團現時磨坊的麵粉年產量達三百八十萬噸。此業務集團亦為當地及國際市場生產意大利麵食。

期內，由於天氣條件不利加上高增長國家需求增加，導致小麥價格持續高企。目前 Indofood大部份小麥進

口自澳洲、美國及加拿大。

Bogasari保持其於印尼麵粉市場的領導地位。銷售額上升��.�%至七萬二千六百二十九億印尼盾

（七億八千四百八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五萬一千零二十九億印尼盾；五億六千四百二十萬美元），

主要是由於小麥成本上升因而提高所有產品的平均售價。麵粉銷量下降�0.�%至九十八萬七千七百噸 （二

零零七年上半年：一百二十萬噸），是由於麵粉價格大幅上升導致需求下降所致。由於意大利麵食出口增

加，令銷量上升�.�%至一萬五千九百噸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一萬五千四百噸）。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增

至10.1%（二零零七年上半年：�.�%）。

農業業務（前稱食油及油脂）

農業業務主要由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 IndoAgri之附屬公司PT Salim Ivomas Pratama所經營。Indofood現

時持有 IndoAgri約��.�%實質權益。IndoAgri透過其三個營運部門－種植園、煮食油及油脂以及商品－主要從

事研究及開發、培植棕櫚種子、種植及提煉、品牌經營及推廣煮食油、植物牛油及起酥油。

農業業務的綜合銷售額增加1��.�%至七萬九千三百四十四億印尼盾（八億五千七百四十萬美元）（二零零七

年上半年：三萬三千四百二十億印尼盾；三億六千九百五十萬美元），反映綜合Lonsum業績及棕櫚原油價

格上升令平均售價上升，以及棕櫚原油及品牌煮食油銷量上升。由於所有營運業務部門的盈利率上升，故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增至��.�%（二零零七年上半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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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七月，IndoAgri完成認購綜合甘蔗種植園公司PT Lajuperdana Indah的�0.0%權益，代價為

三千七百五十億印尼盾（四千零七十萬美元）。鑑於印尼人口增長，加工飲食行業的快速發展以及以糖提煉

代燃料的發展，IndoAgri對拓展蔗糖業務的前景非常樂觀。IndoAgri計劃至二零一一年前種植1�,�00公頃甘

蔗並經營可全面運作的主要加工蔗糖廠房。開發荒地用作種植用途的成本約為每公頃一千二百美元，重新

栽種的成本約為每公頃九百美元。

種植園

銷售額增加�.�倍至三萬七千零六十五億印尼盾（四億零五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八千三百五十八億

印尼盾；九千二百四十萬美元），乃由於綜合Lonsum業績、棕櫚原油價格顯著上升及銷量增加所致。銷量增

加1��.�%至四十七萬零二百噸。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減至��.�%（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反映肥料

及勞工成本上漲。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底，IndoAgri的綜合土地儲備為�0�,1�1公頃，其中1��,���公頃種植油棕櫚樹，而1�1,���

公頃為已成熟。農業業務計劃將棕櫚種植園之種植面積由二零零七年年底的1�1,���公頃擴大至二零一零

年的��0,000公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新增已種植面積為�,000公頃。

煮食油及油脂

二零零七年收購Lonsum以確保 IndoAgri優質品牌產品所需的高質量棕櫚原油供應穩定。銷售額增加��.�%

至三萬三千四百五十七億印尼盾（三億六千一百六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一萬八千八百三十六億

印尼盾；二億零八百二十萬美元），是由於當地市場煮食油銷量上升以及煮食油、植物牛油及起酥油的平

均售價上漲。煮食油銷量增加1�.�%至二十萬七千七百噸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十七萬五千六百噸），主要

是由於品牌煮食油與散裝油的差價收窄，顧客轉用品牌產品所致。植物牛油及起酥油的銷量下降�.�%至

八萬零九百噸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八萬八千四百噸），是由於工業客戶需求下降所致。除利息及稅項前盈

利率上升至�.�%（二零零七年上半年︰0.�%），是由於產能使用率改善及節省成本措施奏效。

商品

銷售額增加�1.�%至八千八百二十二億印尼盾（九千五百三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六千二百二十六億

印尼盾；六千八百九十萬美元），反映椰油及棕櫚原油產品平均售價上升。礦化油銷量減少��.�%至二萬噸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三萬一千九百噸），而椰油則減少�.�%至五萬七千噸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六萬零五百

噸）。由於平均售價上升令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大幅上升至�.1%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

分銷

Indofood的存貨點分銷系統乃印尼最龐大的分銷網絡。由於分銷產品售價上升，加上供應及付運效率提升，

更廣泛及更深入滲透市場，令銷售額增加��.�%至二萬一千五百二十二億印尼盾（二億三千二百六十萬美

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億印尼盾；一億八千五百一十萬美元）。燃料價格上升繼續令

該業務集團的營運成本增添壓力，導致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下降至1.�%（二零零七年上半年︰�.1%）。

為所有存貨點安裝新的資訊科技系統之計劃將如期於本年底完成。此部門將進一步擴大農村地區的分銷

覆蓋範圍以及更深入滲透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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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Indofood集團憑藉其縱向企業結構及品牌產品實力，有足夠實力應付通脹、高油價及軟性商品成本高企之

影響。其主要業務集團將透過提升品牌形象及忠誠度計劃，以及特定提升生產及成本效益計劃以應付原料

成本上漲，進一步鞏固其市場領導地位及品牌實力。

由於棕櫚油目前仍為最便宜的植物油，中國及印度的需求仍然高企，加上生物柴油的需求上漲，故棕櫚原

油業務的前景依然樂觀。農業業務繼續致力提高種植園之收成率、推行新種植計劃與成本管理，以保持效

益及盈利能力。

Indofood與第一太平所呈報的業績之對賬

Indofood的業績主要以印尼盾計算，平均匯率為�,���印尼盾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0��印尼盾）兌1美元。

Indofood根據印尼公認會計準則編製財務業績，以印尼盾呈報。第一太平則根據香港公認會計準則編製財

務業績，以美元呈報。因此，Indofood以印尼盾呈報的業績須作出若干調整，以確保符合香港公認會計準

則。該等調整之分析如下。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十億印尼盾 		 （經重列）

按印尼公認會計準則計算之溢利淨額 827		 ���

會計處理差異 (i)

 －重新分類非經常性項目 21		 ��

 －種植園公平價值變動之收益 228		 ��

 －匯兌會計 27		 ��

 －其他 41		 (�� )

按香港公認會計準則計算之調整後溢利淨額 1,144		 ��0

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 (ii) (7	)	 (1� )

種植園公平價值變動之收益 (ii) (228	)	 (�� )

由第一太平呈報之 Indofood溢利淨額 909		 ���

百萬美元

以當時平均匯率計算之溢利淨額

 �00�年上半年：�,���印尼盾及�00�年上半年：�,0��印尼盾 98.2		 ��.�

按平均股權計算對第一太平集團的溢利貢獻

 �00�年上半年：�1.�%及�00�年上半年：�1.�% 50.6		 �0.�

(i) 印尼公認會計準則的會計處理方式與香港公認會計準則不同，就此作出的主要調整項目包括：
－ 重新分類非經常性項目：若干項目由於發生次數或金額大小關係而不視為經常性的營運項目，已重新分配並另行列

示。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二百一十億印尼盾調整為精簡人手所產生的二百五十億印尼盾費用（二零零七年上半年︰
二百九十億印尼盾），部份由結算保險索償之收益四十億印尼盾（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無）抵銷。

－ 種植園公平價值變動之收益：根據印尼公認會計準則，Indofood按歷史成本基準計算其種植園（生物資產）價值。香港
會計準則第�1號「農業」規定，種植園價值須按公平價值減估計銷售時之成本計算。該等調整與期內種植園公平價值
的變動有關。

－ 匯兌會計：此調整項目為有關撥回所攤銷的匯兌虧損，有關匯兌虧損以往被 Indofood撥作若干施工中固定資產的資
本，調整原因是原本撥作資本之匯兌虧損已被第一太平撇除。

(ii) 為反映基本營運業績及溢利貢獻，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經扣除有關稅項）和種植園公平價值變動之收益未有計算在內而
另行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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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Metro Pacific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MPIC)現正擴展其核心業務組合，志在成為菲律賓具領導地位的基建集

團。期內MPIC轉虧為盈，為本集團帶來溢利貢獻一百一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虧損一百五十萬美

元（經重列））。

－ 核心溢利淨額增至二千四百五十萬披索（六十萬美元）

－ 非經常性溢利三億三千七百萬披索（八百萬美元）

－ 所呈報的溢利淨額微升至三億六千一百五十萬披索（八百六十萬美元）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MPIC透過收購由DMCI-MPIC Water Company (DMWC)發行而由Ashmor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與第一太平持有的全部可換股票據，以增加其所持Maynilad Water Services, Inc. (Maynilad)

的權益。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MPIC所持DMWC及Maynilad的權益分別增至約��%及�1%。

MPIC正於菲律賓發展首屈一指的全國健康護理連鎖網絡，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及二零零八年五月分別收購

Medical Doctors, Inc. (MDI) ��.�%權益及Davao Doctors Hospital (DDH) ��%權益。

DDH為達沃斯市最大的私立醫院，設有��0張病床，被視為於棉蘭老島擁有最好醫療設施的醫院。DDH透過

其全資擁有附屬公司Davao Doctors College Inc.經營一所教學機構，現時約有四千名學員修讀護理、放射技

術、物理治療、驗光、酒店與餐飲管理以及一般教育課程。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MPIC及MDI的全資擁有附屬公司Colinas Verdes Hospital Managers Corporation與馬尼拉的

Roman Catholic Archbishop (RCAM)落實一項為期六個月的過渡期管理合約，以管理並經營Cardinal Santos Medical 

Center (CSMC)。RCAM現正為其醫療中心挑選長期管理合約的合作機構，預期MPIC將參與是次遴選。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MPIC擬以代價一百二十三億披索（二億七千八百七十萬美元）收購First Philippine 

Infrastructure, Inc. (FPII)的��.��%權益。FPII持有Manila North Tollways Corporation (MNTC)的��.1%權益，而MNTC

則持有North Luzon Expressway (NLEX)特許經營權（有效期至二零三零年）及NLEX營運商Tollways Management 

Corporation的��%股權。First Philippine Holdings Corporation及Benpres Holdings Corporation透過FPII持有MNTC的

權益。該交易亦涉及以每股�.���0�披索（�.�美仙）全面收購FPII少數股東所持FPII的0.1�%權益。

MPIC的營運業績改善是由於致力改良供水程序及於健康護理業務採用技術。核心溢利淨額增至二千四百五十

萬披索（六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重列核心虧損淨額四千三百九十萬披索；九十萬美元），反映來

自Maynilad及MDI的核心溢利貢獻分別為五億零七百五十萬披索（一千二百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重

列核心溢利淨額三億二千五百六十萬披索；六百八十萬美元）及三千五百五十萬披索（八十萬美元）），增

長��%。非經常性溢利（淨額）三億三千七百萬披索（八百萬美元）為收購MDI權益的公平價值超逾收購成本

的差額，部份因DMWC及Maynilad的匯兌虧損所抵銷。所呈報的溢利淨額微升至三億六千一百五十萬披索

（八百六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三億五千九百一十萬披索；七百五十萬美元）。

Maynilad所持於馬尼拉市西半部地區供水的獨家特許經營權有效期至二零二二年，此公司現為特許經營

區內九百萬人口中的六百二十萬人供水。二零零八年二月，Maynilad的企業復興計劃得以解除，使公司在

財務上有更大彈性以加快擴展服務及提升供水網絡。期內，Maynilad投資四十六億披索（一億零八百八十萬

美元）安裝及更換管道、興建新水務接駁系統及重開泵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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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Maynilad新裝用水供應接駁系統及無收入用水減少，令營運改善。無收入用水的比率

由二零零七年六月的��.1%減至二零零八年六月的��.�%，總收費用水量增加�.�%至1��,�00,000立方米，

而收費客戶總數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增加�.�%至���,0��名。

Maynilad對MPIC核心溢利淨額的貢獻淨額增至二千四百九十萬披索（六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虧損

五千五百五十萬披索；一百二十萬美元）。

MDI經營並管理Makati	Medical	Center (Makati Med)。於二零零八年一月，MPIC將面值七億五千萬披索

（一千六百七十萬美元）的MDI後償票據全數轉換為��.�%股權。相關資金已用於設施改善計劃，其中包括興

建一幢1�層的新醫務大樓及提升現有設施與設備。新設施將進一步鞏固Makati Med作為專業醫療中心的地

位，並有助發展為具國際水準的健康護理服務供應商的品牌。

由於醫院之平均佔用率上升及推行成本管理計劃，MDI收入淨額增加�.0%至十四億披索（三千三百一十萬

美元），而核心溢利淨額增加約1.�%至一億零六百二十萬披索（二百五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一億

零四百六十萬披索；二百二十萬美元）。

期內，Landco的豪華住宅渡假項目及其首個於馬尼拉市的市區項目 (Tribeca)需求依然強勁。核心溢利淨額

減至一千七百九十萬披索（四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一億一千零三十萬披索；二百三十萬美元），

反映發展步伐減慢致使可確認收入下降。然而，銷售額增加�1%至二十七億披索（六千三百九十萬美元），

主要受惠於馬尼拉市南部Tribeca項目的成功。Tribeca項目的首四幢公寓約��%單位已售出。Landco現正同

步發展1�個項目，總面積達九百七十四公頃，預期下半年的發展步伐將加快。

隨著新項目的市場推廣成本上漲，經營開支增加�.0%至八億八千九百一十萬披索（二千一百萬美元）（二零

零七年上半年：八億三千八百四十萬披索；一千七百六十萬美元）。由於債務水平上升而產生利息開支一百

萬披索（二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利息收入四千七百六十萬披索；一百萬美元）。

展望

MPIC繼續在菲律賓物色有長期發展潛力的投資項目，並將業務擴展至有利可圖及不受週期性影響的多元

化業務。有待開發的基建及豐富的天然資源為MPIC締造機會，促使其成為該等領域的領先投資及管理集

團。

Maynilad計劃於二零零八年年底前在特許經營區內的一半地區安裝水錶，並於二零一零年年中前完成整個

特許經營區的水錶安裝。除改善供水網絡外，Maynilad新設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部門正推行特定分部服務及

計劃。

MPIC乃為於菲律賓具領導地位的私立醫院MDI及DDH的單一最大股東。由於成功將Makati Med轉虧為盈，

MPIC向DDH及CSMC引入類似綱紀，以提高效率及業績，並鞏固其市場地位及品牌。於DDH的投資及CSMC

過渡期管理合約乃MPIC發展首個菲律賓全國優質健康護理連鎖網絡之願景之部份舉措。MPIC管理層現正

評審透過收購更多醫院而擴展健康護理業務。



1�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業務回顧 － MPIC

MPIC與第一太平所呈報的業績之對賬

MPIC的業績主要以披索計算，平均匯率為��.��披索（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披索）兌1美元。MPIC根據菲

律賓公認會計準則編製財務業績，以披索呈報。第一太平則根據香港公認會計準則編製財務業績，以美元

呈報。菲律賓公認會計準則及香港公認會計準則大致上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為基準，然而，MPIC以披索呈

報的業績仍須作出若干調整，以確保全面符合香港公認會計準則。該等調整之分析如下。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百萬披索 		 （經重列）(i)

按菲律賓公認會計準則計算之溢利淨額 362		 ���

會計處理差異 (ii)

 －重新分類非經常性項目 (610	)	 �0�

 －就銷售未完成發展物業之合約所確認之收入 29		 (�� )

按香港公認會計準則計算之調整後（虧損）╱溢利淨額 (219	)	 ��0

匯兌及衍生工具虧損╱（收益）(iii) 273		 (�0� )

由第一太平呈報之MPIC溢利╱（虧損）淨額 54		 (�� )

百萬美元

以當時平均匯率計算之溢利╱（虧損）淨額

 �00�年上半年：��.��披索及�00�年上半年：��.��披索 1.3		 (1.� )

按平均股權計算對第一太平集團溢利貢獻

 �00�年上半年：��.�%及�00�年上半年：��.�% 1.1		 (1.� )

(i) 由於追溯採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號「服務特許權協議」，MPIC已將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之溢利淨額由
五億六千八百萬披索重列為三億五千九百萬披索。

(ii) 菲律賓公認會計準則的會計處理方式與香港公認會計準則不同，就此作出的主要調整項目包括：
－ 重新分類非經常性項目：若干項目由於發生次數或金額大小關係而不視為經常性的營運項目，已重新分配並另行列

示。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所調整的六億披索溢利主要為出售資產之收益三億披索、確認所收購MDI權益之公平價值超
逾已付收購成本之溢利二億披索及結算債務所錄得的收益一億披索所致。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所調整的四億披索虧
損主要為向第一太平及Ashmore發行可換股票據而累積之利息開支及收購Maynilad之交易及融資開支十八億披索，
以及就投資一間房地產聯營公司及多項資產撥備三億披索，惟部份為就收購Maynilad權益之公平價值超逾已付收購
成本而入賬列為收益的十七億披索所抵銷。

－ 就銷售未完成發展物業之合約所確認之收入：根據菲律賓公認會計準則，MPIC按已完成百分比確認來自銷售未完成
發展物業之合約收入。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收入」及香港詮譯第�號「收入－銷售未完成發展物業之合約」規定在確
認該等合約的收入時須達到若干條件（其中包括將物業擁有權之主要風險及回報移交買方，以及對售出物業並無保
留通常涉及擁有權及實際控制權的持續管理）。

(iii) 為反映基本營運業績及溢利貢獻，匯兌及衍生工具虧損╱收益（經扣除有關稅項）未有計算在內而另行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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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債務淨額 負債對權益比率
十億美元 （倍）

負債對權益比率（倍）

債務淨額
2008年6月30日
200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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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能力及財務資源
債務淨額及負債對權益比率

主要綜合賬及聯營公司之債務淨額及負債對權益比率分析如下。

綜合賬

	 2008年6月30日結算	 �00�年1�月�1日結算

     負債對      負債對

     權益比率      權益比率

 債務淨額	 	 權益總額	 	 （倍）  債務淨額  權益總額  （倍）

百萬美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總公司 395.6	 	 1,555.1	 	 0.25x  ���.�  1,���.�  0.��x

Indofood 998.6	 	 1,555.3	 	 0.64x  ���.�  1,��1.�  0.�1x

MPIC 157.9	 	 71.6	 	 2.21x  ��.1  ��.�  1.1�x

本集團調整 (i) －	 	 (840.1	)	 －  －  (���.0 ) －

總計 1,552.1	 	 2,341.9	 	 0.66x  1,���.�  �,1��.1  0.��x

聯營公司

	 2008年6月30日結算	 �00�年1�月�1日結算

     負債對      負債對

     權益比率      權益比率

百萬美元 債務淨額	 	 權益總額	 	 （倍）  債務淨額  權益總額  （倍）

PLDT 1,074.4	 	 2,359.2	 	 0.46x  1,0��.�  �,���.�  0.��x

(i) 本集團調整主要指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前收購所產生之商譽與本集團保留溢利
之對銷，以及其他標準綜合賬項調整以將本集團作為單一經濟實體列報。

總公司的負債對權益比率下降，主要由於收取PLDT股息及DMWC償還借

貸所致。Indofood的負債對權益比率增加，主要由於為應付營運資金需要

而使債務淨額增加。MPIC的債務淨額增加，主要由於為向Maynilad墊款以

令Maynilad可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償還債務及脫離其企業復興計劃而籌集

新借貸。PLDT的負債對權益比率增加是由於派付股息及購回股份令權益

總額減少。

本集團的負債對權益比率持續改善至0.��倍水平，乃主要由於期內溢利

令本集團權益總額增加所致。

債務淨額及負債對權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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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46%

2%

43%

9%

百萬美元
1年內 993.9
1至2年 199.9
2至5年 1,084.6
5年以上 53.6
總計	 2,332.0

49%40%

3%

8%

 百萬美元
1年內 1,000.1
1至2年 169.8
2至5年 825.2
5年以上 49.5
總計	 2,044.6

到期組合

綜合賬及聯營公司之債務到期組合列示如下。

綜合賬
	 賬面值	 面值	 	

 2008年		 �00�年  2008年		 �00�年

 6月30日		 1�月�1日  6月30日		 1�月�1日

百萬美元 結算		 結算  結算		 結算

1年內 993.9		 1,000.1  994.0		 1,000.�

1至�年 199.9		 1��.�  202.5		 1�0.0

�至�年 1,084.6		 ���.�  1,093.7		 ���.�

�年以上 53.6		 ��.�  54.0		 ��.�

總計 2,332.0		 �,0��.�  2,344.2		 �,0��.0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債務到期組合有所改變，主要反映

Indofood以較長期信貸再融資因收購Lonsum而安排的若干短期債務及為

營運資金所安排的新短期債務。

聯營公司

	 PLDT

	 賬面值	 面值	 	

 2008年		 �00�年  2008年		 �00�年

 6月30日		 1�月�1日  6月30日		 1�月�1日

百萬美元 結算		 結算  結算		 結算

1年內 155.1		 1��.1  155.4		 1��.�

1至�年 340.0		 ���.�  344.1		 ���.�

�至�年 463.3		 ���.�  467.5		 ��0.0

�年以上 523.0		 ��1.�  614.9		 ��0.1

總計 1,481.4		 1,���.0  1,581.9		 1,���.�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若干銀行及其他借貸以相當於賬面

淨值為七億九千二百二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億五千八百四十萬美元）之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種植園、應收賬

款及存貨作為抵押。此外，總公司的六億四千九百九十萬美元（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六億四千九百九十萬美元）銀行貸款以本集團於PLDT

持有之1�.�%（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權益作為抵押。

2007年12月31日
綜合債務到期組合

2008年6月30日
綜合債務到期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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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財務風險管理
外匯風險

(A)	 公司風險

總公司的現有債務以美元訂值，故外匯風險主要與收取的現金股息以及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非

美元投資的折算有關。

本公司積極檢討按預計股息收入來安排對冲之潛在利益及訂立對沖安排（包括採用外匯期貨合約），

以管理其每次有關股息收入及外幣付款交易之外匯風險。然而，本公司並不積極對冲以外幣訂值的

投資所引起的外幣兌換風險，主要由於該等投資之非現金性質，以及對冲涉及的高昂成本。因此，本

公司需要面對其以外幣訂值投資在外幣兌美元匯價出現波動時所帶來的風險。

除總公司外，本集團資產淨值（資產淨值）的主要成份為按披索及印尼盾訂值的投資。故此，倘該等貨

幣的匯率各自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後有任何變動，均會對以美元訂值的本集團資產淨值產生影

響。

下表顯示披索及印尼盾兌美元每變動1%時，對本集團之調整後資產淨值之預計影響。

	 對調整後		 對調整後

	 資產淨值		 每股資產

	 之影響 (i)		 淨值之影響

公司 百萬美元  港仙

PLDT ��.�  �.��

Indofood 11.�  �.��

MPIC 0.�  0.1�

總計	 38.6		 9.33

(i) 以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股價按本集團的經濟權益計算所得

(B)	 本集團風險

本集團的營運業績是按以披索及印尼盾為主的當地貨幣計算，經折算後綜合為以美元為單位的本集

團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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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45%

3%

 百萬美元
美元 1,222.9
印尼盾 1,037.3
披索 71.8
總計	 2,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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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貨幣分類
之債務總額分析

按貨幣分類之債務淨額

營運公司經常有需要以美元作出借貸，因而產生當地貨幣兌換的風險。

按貨幣分類之綜合賬及聯營公司之債務淨額載列如下。

綜合賬

百萬美元 美元  印尼盾  披索  其他  總計

債務總額 1,���.�  1,0��.�  �1.�  －  2,332.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 ) (�0�.� ) (��.� ) (1�.� )	 (779.9	)

債務╱（現金）淨額 ���.0  ���.�  ��.�  (1�.� ) 1,552.1

代表：

總公司 ��1.�  －  (��.0 ) (1.� ) 395.6

Indofood 1��.�  ���.�  －  (1�.1 ) 998.6

MPIC ��.�  －  ��.�  － 	 157.9

債務╱（現金）淨額 ���.0  ���.�  ��.�  (1�.� ) 1,552.1

聯營公司

百萬美元   美元  披索  其他  總計

PLDT   1,��0.1  (�11.� ) (�.1 ) 1,074.4

由於有未對冲美元債務淨額，故本集團的業績受到美元匯率波動的影

響。下表呈示本集團在附屬及聯營公司的主要營運貨幣兌美元每變動1%

時，對本集團已申報溢利的預計影響。但此表並不包括因匯率波動對營

運公司層面之收入及投入成本所帶來之間接影響。

       外匯變動  對本集團

 美元      1%對溢利  溢利淨額

百萬美元 總風險  已對冲額  未對冲額  之影響  之影響

總公司 (i) ��1.�  －  ��1.�  －  －

Indofood 1��.�  －  1��.�  1.�  0.6

MPIC ��.�  －  ��.�  1.0  0.5

PLDT 1,��0.1  �1�.�  ���.�  �.�  1.1

總計	 1,���.1  �1�.�  1,���.�  �.�  2.2

(i) 由於本集團的業績以美元呈報，故總公司之未對冲美元債務不會構成任何重大的
匯兌風險。

披索及印尼盾
兌美元之收市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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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17%

百萬美元
固定 393.2
浮動 1,938.8
總計	 2,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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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市場風險
由於本公司大部分的投資皆為上市公司，故此，本公司須面對該等投資
之股本市場價值波動風險。此外，本公司之投資價值亦可能受個別國家
之投資氣氛所影響。

第一太平之上市投資位於菲律賓、印尼及新加坡。因此，除在本公司控
制範圍內之經營因素外，本公司亦須就該等國家之一般投資氣氛面對股
本市場風險。菲律賓、印尼及新加坡的股票市場指數的變動概列如下。

	 		 		 新加坡
	 菲律賓		 雅加達		 海峽時報
	 綜合指數		 綜合指數		 指數

於�00�年1�月�1日 �,��1.�  �,���.�  �,���.�

於2008年6月30日	 2,459.9		 2,349.1		 2,947.5

�00�年上半年之跌幅 ��.1%  1�.�%  1�.�%

利率風險
本公司及其營運公司在面對利率變動方面的風險只限於其浮息債務成
本。有關綜合賬及聯營公司的分析載列如下。

綜合賬
     現金及現金
百萬美元 定息債務  浮息債務  等值項目  債務淨額

總公司 －  ��1.�  (���.� ) 395.6

Indofood ��1.1  1,�01.�  (���.� ) 998.6

MPIC ��.1  ��.0  (�.� ) 157.9

總計 ���.�  1,���.�  (���.� ) 1,552.1

聯營公司
     現金及現金
百萬美元 定息債務  浮息債務  等值項目  債務淨額

PLDT 1,0��.�  ��1.�  (�0�.0 ) 1,074.4

下表呈示有關浮息債務之平均年利率變動1%時，對本集團已申報溢利
的預計影響。

   利率變動  對本集團
   1%對溢利  溢利淨額
百萬美元 浮息債務  之影響  之影響

總公司 ��1.�  �.�  6.4

Indofood 1,�01.�  1�.0  4.3

MPIC ��.0  1.0  0.5

PLDT ��1.�  �.�  0.7

總計 �,��0.�  ��.�  11.9

股票市場指數

利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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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每股資產淨值
本集團的相關價值計算如下。

  於2008年		 於�00�年
百萬美元 基準 6月30日		 1�月�1日

PLDT (i) 2,636.8		 �,�1�.0
Indofood (i) 1,143.7		 1,�01.�
MPIC (i) 76.8		 1��.�
總公司
 －應收款項 (ii) 76.3		 1��.�
 －債務淨額  (395.6	)	 (���.� )
 －衍生工具負債 (iii) －		 (�.� )

價值總額  3,538.0		 �,���.�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百萬）  3,224.7		 �,���.1

每股價值
 －美元  1.10		 1.��
 －港元  8.56		 11.��
本公司收市股價（港元）  4.92		 �.0�
每股價值對港元股價之折讓（%)  42.5		 ��.�

(i) 以股價按本集團於該投資的經濟權益計算所得
(ii) 指應收MPIC及DMWC款項
(iii) 指可轉換票據內含期權部分之公平價值

僱員資料
以下為有關總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資料。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百萬美元 		 （經重列）

僱員酬金（包括董事酬金）
基本薪金 87.0		 ��.�
花紅 30.3		 1�.�
實物收益 26.4		 1�.�
退休金開支
 — 界定福利計劃 25.3		 10.0
 — 界定供款計劃 1.9		 �.1
以權益支付購股權之開支 11.1		 0.�

總計 182.0		 1�0.�

 2008		 �00�
 		 （經重列） 

僱員人數
 －於�月�0日 62,480		 ��,���
 －期內平均數 62,463		 ��,��0

有關本集團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的酬金政策詳情，請參閱本公司二零零
七年年報第��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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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每股資產淨值

股價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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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8.56

4.92

30%

70%

百萬美元
菲律賓  2,713.6
印尼 1,143.7
總計	 3,857.3

股價對調整後
每股資產淨值

2008年6月30日
按國家分類之
調整後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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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綜合損益計算表
	 （未經審核）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百萬美元 附註 		 （經重列）(i)

營業額 � 2,062.3		 1,���.1

銷售成本  (1,512.0	)	 (1,0��.� )

毛利  550.3		 ��1.�

減持及攤薄之收益  9.8		 ���.�

分銷成本  (165.7	)	 (111.� )

行政開支  (120.4	)	 (��.� )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81.9		 (�.� )

借貸成本淨額 � (60.4	)	 (�1.� )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13.8		 11�.�

除稅前溢利 � 409.3		 ���.�

稅項 � (103.8	)	 (��.� )

期內溢利  305.5		 ���.�

以下者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 156.8		 ���.�

 少數股東權益  148.7		 �0.1

  305.5		 ���.�

普通股股息 �

每股0.��美仙（�00�︰0.��美仙）  12.3		 �.�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美仙） �

基本  4.86		 �.��

攤薄  4.66		 �.0�

(i) 參閱附註1(B)

有關附註屬此簡略中期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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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中期財務報表

簡略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2008年		 �00�年
  6月30日		 1�月�1日
  結算		 結算
百萬美元 附註 		 （經重列）(i)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810.1		 ���.1
 種植園  1,008.4		 ��1.�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10 1,237.0		 1,�10.�
 商譽  356.5		 ���.�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1 －		 ��.�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 7.1		 ��.0
 預付土地費用  152.8		 1�1.�
 可供出售資產  5.4		 �.0
 遞延稅項資產  54.6		 ��.0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7.5		 110.0

  3,759.4		 �,���.�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79.9		 �00.�
 可供出售資產  55.4		 ��.1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 547.0		 ���.�
 存貨  705.4		 ���.0

  2,087.7		 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 551.1		 ���.�
 短期債務  993.9		 1,000.1
 稅項準備  64.8		 ��.�
 遞延負債及撥備之即期部份 1� 17.3		 1�.�

  1,627.1		 1,���.0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460.6		 (�1.�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220.0		 �,��1.�

權益
 已發行股本  32.2		 ��.�
 其他儲備  999.1		 1,0��.�
 保留溢利  175.2		 ��.�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206.5		 1,1��.�
 少數股東權益  1,135.4		 ���.�

權益總額  2,341.9		 �,1��.1

非流動負債
 長期債務  1,338.1		 1,0��.�
 遞延負債及撥備 1� 205.0		 1�0.�
 遞延稅項負債  335.0		 �10.�
 衍生工具負債  －		 �.�

  1,878.1		 1,���.1

  4,220.0		 �,��1.�

(i) 參閱附註1(B)

有關附註屬此簡略中期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承董事會命

彭澤仁
常務董事兼行政總監

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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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中期財務報表

簡略綜合權益變動表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可供出售  現金流量
       資產之  對冲之
       未變現  未變現      （累積
	 已發行    已發行  收益╱  （虧損）╱      虧損）╱    少數股東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股本  股份溢價  購股權  （虧損）  收益  匯兌儲備  資本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權益		 權益總額

�00�年1月1日結算 ��.0  ���.�  11.�  �1.�  (�.� ) (��.� ) (�.� ) (���.� ) ���.�  ��0.1  1,0��.�

�00�年之權益變動：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  －  ��.�  (1.� ) ��.�
可供出售資產之未變現（虧損）╱收益 －  －  －  (0.� ) －  －  －  －  (0.� ) �.�  �.�
可供出售資產之已變現收益 －  －  －  (�.0 ) －  －  －  －  (�.0 ) (�.1 ) (�.1 )
現金流量對冲之未變現收益 －  －  －  －  �.�  －  －  －  �.�  －  �.�

直接於權益確認之收入及開支淨額 －  －  －  (�.� ) �.�  ��.�  －  －  ��.�  (�.1 ) ��.�
期內溢利 －  －  －  －  －  －  －  ���.�  ���.�  �0.1  ���.�

期內確認之收入及開支總額 －  －  －  (�.� ) �.�  ��.�  －  ���.�  ���.�  ��.0  �1�.�
減持及攤薄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  －  0.�  �.�  －  －  �.0  －  �.0
攤薄於一間附屬公司之權益 －  －  －  －  －  0.1  0.1  －  0.�  －  0.�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  －  �.�  �.�
應佔權益變動 －  －  －  －  －  －  －  －  －  1��.0  1��.0
宣布派發予及已支付少數股東之股息 －  －  －  －  －  －  －  －  －  (1�.� ) (1�.� )
行使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 0.1  �.�  (0.� ) －  －  －  －  －  1.�  －  1.�
以權益支付購股權之安排 －  －  1.0  －  －  －  －  －  1.0  －  1.0
股息 －  －  －  －  －  －  －  (1�.� ) (1�.� ) －  (1�.� )

2007年6月30日結算（經重列）(i) ��.1  ���.�  11.�  ��.1  (�.� ) (11.� ) (�.� ) (1��.� ) ���.�  ���.1  1,���.�

�00�年1月1日結算（經重列）(i) ��.�  ��1.�  1�.�  10.�  �.�  ��.1  (�.� ) ��.�  1,1��.�  ���.�  2,129.1

�00�年之權益變動：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1.� ) －  －  (�1.� ) 1�.0  (35.5	)
可供出售資產之未變現虧損 －  －  －  (�.� ) －  －  －  －  (�.� ) (�.� ) (5.6	)
可供出售資產之已變現收益 －  －  －  (0.1 ) －  －  －  －  (0.1 ) －  (0.1	)
現金流量對冲之未變現虧損 －  －  －  －  (�.� ) －  －  －  (�.� ) －  (7.5	)

直接於權益確認之收入及開支淨額 －  －  －  (�.0 ) (�.� ) (�1.� ) －  －  (��.0 ) 1�.�  (48.7	)
期內溢利 －  －  －  －  －  －  －  1��.�  1��.�  1��.� 	 305.5

期內確認之收入及開支總額 －  －  －  (�.0 ) (�.� ) (�1.� ) －  1��.�  ��.�  1��.0  256.8
減持及攤薄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  －  －  (0.� ) －  －  (0.� ) －  (0.3	)
宣布派發予少數股東之股息 －  －  －  －  －  －  －  －  －  (1�.� ) (19.2	)
行使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 0.1  �.�  (0.� ) －  －  －  －  －  1.�  －  1.6
購回及註銷股份 (0.1 ) －  －  －  －  －  0.1  (�.� ) (�.� ) －  (4.3	)
以權益支付購股權之安排 －  －  11.1  －  －  －  －  －  11.1  －  11.1
股息 －  －  －  －  －  －  －  (��.� ) (��.� ) －  (32.9	)

2008年6月30日結算 32.2		 974.1		 27.8		 7.3		 (0.2	)	 (7.7	)	 (2.2	)	 175.2		 1,206.5		 1,135.4		 2,341.9

(i) 參閱附註1(B)

有關附註屬此簡略中期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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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中期財務報表

簡略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百萬美元 附註 		 （經重列）(i)

除稅前溢利  409.3		 ���.�
就下列各項調整：
 利息開支 � 80.3		 ��.�
 折舊 � 42.2		 ��.�
 以權益支付購股權之開支  11.1		 0.�
 確認之預付土地費用 � 3.2		 1.�
 匯兌及衍生工具虧損╱（收益）淨額 � 1.1		 (0.� )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13.8	)	 (11�.� )
 種植園公平價值變動之收益 � (69.8	)	 (1�.� )
 利息收入 � (19.9	)	 (1�.0 )
 其他非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14.1	)	 1�.�
 減持及攤薄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 (9.8	)	 (1��.�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0.5	)	 (0.� )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非流動）增加  (0.1	)	 (1.� )
 攤薄於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 � －		 (10�.� )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 －		 (0.� )
 其他  5.9		 ��.�

  325.1		 1��.�
營運資金增加 (ii)  (153.7	)	 (11�.� )

營運產生之現金收入淨額  171.4		 ��.�
已收利息  17.2		 1�.�
已付利息  (88.2	)	 (��.� )
已付稅款  	(79.1	)	 (��.� )

經營活動之現金收入╱（開支）淨額  21.3		 (��.� )

自一間聯營公司收取之股息  140.1		 �1.�
出售可供出售資產所得款項  7.2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3.9		 1.1
聯營公司還款╱（貸款）  1.9		 (1.�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55.8	)	 (��.� )
於種植園之投資  (38.2	)	 (10.� )
收購可供出售資產  (36.1	)	 (�.� )
借予一間合營公司之貸款（淨額）  (19.0	)	 (��.0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A) (11.8	)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按金 1�(B) (4.1	)	 (�.� )
來自減持主要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		 ��.1
自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收取之股息  －		 0.�
增加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		 (�0�.� )
增加於一間附屬公司之投資  －		 (��.� )
收購附屬公司  －		 (1�.1 )

投資活動之現金開支淨額  (11.9	)	 (���.� )

借入貸款淨額  200.6		 ���.�
行使購股權所得款項  1.6		 1.�
支付予股東之股息  (32.9	)	 (1�.� )
購回股份  (4.3	)	 －
附屬公司發行予少數股東之股份  －		 ���.0
抵押存款及受限制現金之減少  －		 �1.�
附屬公司支付予少數股東權益之股息  －		 (0.� )

融資活動之現金收入淨額  165.0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淨額之增加  174.4		 1��.�
1月1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00.8		 ���.�
匯兌折算  4.7		 －

6月30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79.9		 ���.0

代表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79.9		 ���.0

(i) 參閱附註1(B)
(ii) 營運資金變動不包括因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而導致之變動。

有關附註屬此簡略中期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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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
(A)	 編製基準

簡略中期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

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簡略中

期財務報表編製基準與本集團二零零七年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貫徹一致，惟二零零八

年採納有關附註1(B)所述Maynilad 之服務特許權協議的一項新會計政策除外。

(B)	 新訂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詮譯與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

由於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下列新訂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香港公認會計準則於二零

零八年有若干變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i)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號 「服務特許權協議」(ii)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界定福利資產之限制、

  最低資金要求及其互動作用」(iii)

(i)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ii)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iii)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號對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與於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均無影響。採納香港（國

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號的影響概述如下。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號涵蓋於由私人公司提供公眾服務產生之合約安排。本

集團採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號影響本集團應佔其合營公司Maynilad的溢利。

Maynilad持有Metropolitan Waterworks and Sewerage System (MWSS)代表菲律賓政府授出於大馬尼拉市西

部地區提供食水及污水處理的獨家特許權，並可就所提供服務向用戶收費。根據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號，Maynilad(i)已追溯確認特許權資產為無形資產（須作攤銷）及整個特許期內

之應付特許費（須累計利息）的現值；(ii)已重新分類其若干將於特許權有效期屆滿時歸屬MWSS的物

業、廠房及設備（指水務基礎設施）作為特許權資產，並按直線法於特許權期間攤銷；及 (iii)已確認建設

以及提升其用於提供服務的基礎設施之服務的合約收入、成本及毛利。

由於DMWC於二零零七年一月收購Maynilad時，本集團已按公平價值將Maynilad的特許權資產入賬，並

已確認餘下特許權期間的應付特許費之現值，因此，本集團採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

釋第1�號的財務影響僅有關於 (i)重新分類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為特許權資產，並按餘下特許權期間

作攤銷及 (ii)確認建設收入、成本及毛利。

此外，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本集團將有關合營公司投資之會計政策由按比例綜合法改為權益會計

法入賬。有關本集團會計政策之變動詳情，請參閱本公司二零零七年年報第��頁。

基於上述變動，本集團二零零七年之比較數字已被重列。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簡略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a)	 對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之簡略綜合資產負債表之影響

�00�年1�月�1日結算 採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百萬美元 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資產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減少 0.�

權益

保留溢利減少 0.�

匯兌儲備減少 0.1

 0.�

(b)	 對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略綜合損益計算表之影響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採納香港		 採納香港

 （國際財務		 （國際財務

 報告詮釋		 報告詮釋  合營公司

 委員會）－		 委員會）－  以權益

百萬美元 詮釋第12號		 詮釋第1�號  會計法入賬  總計

營業額減少 －		 －  (�0.� ) (�0.� )

銷售成本減少 －		 －  �.�  �.�

分銷成本減少 －		 －  �.�  �.�

行政開支減少 －		 －  1�.�  1�.�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增加 －		 －  (�1.� ) (�1.� )

借貸成本淨額減少 －		 －  �.�  �.�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溢利減虧損增加╱（減少） 1.2		 (�.� ) ��.�  ��.�

稅項減少 －		 －  0.�  0.�

期內溢利增加╱（減少） 1.2		 (�.� ) (1.� ) (�.� )

以下者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1.0		 (�.1 ) －  (�.1 )

 少數股東權益 0.2		 (0.� ) (1.� ) (1.� )

期內溢利增加╱（減少） 1.2		 (�.� ) (1.� ) (�.� )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增加╱（減少）（美仙）

 基本 0.03		 (0.1� ) －  (0.1� )

 攤薄 0.03		 (0.1� ) －  (0.1� )



�0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簡略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百萬美元 		 （經重列）

營業額

出售貨品 2,021.3		 1,���.1

提供服務 41.0		 －

總計 2,062.3		 1,���.1

分部資料按本集團業務活動及地區市場分部分析如下。本集團以業務分部作為基本分部呈報方式，因其與

本集團所作之營運及財務決策較為相符。本集團主要投資之詳情載於封底內頁。

按主要業務活動－2008

截至�月�0日止�個月   消費性  基建    2008

百萬美元 電訊  食品  及地產  總公司  總計

損益計算表

分部收入－營業額 －  �,0��.�  1�.�  －  2,062.3

分部業績 －  ���.�  1�.�  (1�.� ) 355.9

借貸成本淨額         (60.4	)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1�.�  (0.� ) (�.� ) －  113.8

除稅前溢利         409.3

稅項         (103.8	)

期內溢利         305.5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  ��.0  1.0  －  94.0

折舊 －  �1.�  0.�  0.�  42.2

匯兌及衍生工具虧損淨額 －  －  －  �.�  2.9

其他非現金開支 －  �.�  －  11.1  18.9

按主要地區市場－2008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百萬美元 菲律賓  印尼  香港  總計

分部收入－營業額 1�.�  �,0��.�  －  2,062.3

資本開支 1.0  ��.0  －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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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主要業務活動－2007

截至�月�0日止�個月         �00�

   消費性  基建    （經重列）

百萬美元 電訊  食品  及地產  總公司  總計

損益計算表

分部收入－營業額 －  1,��0.0  1�.1  －  1,���.1

分部業績 －  ���.�  �.0  1��.1  ��1.�

借貸成本淨額         (�1.� )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  (0.� ) ��.1  －  11�.�

除稅前溢利         ���.�

稅項         (��.� )

期內溢利         ���.�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  ��.�  0.�  0.1  ��.�

折舊 －  �0.1  �.�  0.�  ��.�

匯兌及衍生工具虧損淨額 －  －  －  �.�  �.�

其他非現金開支 －  10.�  �.�  0.�  1�.�

按主要地區市場－2007

截至�月�0日止�個月       �00�

       （經重列）

百萬美元 菲律賓  印尼  香港  總計

分部收入－營業額 1�.1  1,��0.0  －  1,���.1

資本開支 0.�  ��.�  0.1  ��.�

3.	 借貸成本淨額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百萬美元 		 （經重列）

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須於�年內全數償還 77.6		 ��.�

 －毋須於�年內全數償還 3.5		 �.�

減被資本化於存貨中之借貸成本 (0.8	)	 －

借貸成本總額 80.3		 ��.�

減利息收入 (19.9	)	 (1�.0 )

借貸成本淨額 6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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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百萬美元 		 （經重列）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出售存貨成本 (1,212.6	)	 (���.0 )

僱員薪酬 (182.0	)	 (1�0.� )

折舊（附註�） (42.2	)	 (��.� )

提供服務成本 (19.7	)	 －
減值虧損
 －商譽 (i) －		 (�.� )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i) －		 (�.� )

 －應收賬款 (ii) (4.6	)	 (0.� )

確認之預付土地費用 (3.2	)	 (1.� )

匯兌及衍生工具（虧損）╱收益淨額（附註�） (1.1	)	 0.�

種植園公平價值變動之收益 69.8		 1�.�

減持及攤薄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9.8		 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0.5		 0.�

出售可供出售資產之已變現收益 5.0		 �.1

攤薄於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 －		 10�.�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		 0.�

(i) 計入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內
(ii) 計入分銷成本內

5.	 稅項
由於本集團期內於香港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二零零七年：無），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七
年：無）。香港以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則按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於各營業國家之適用稅率撥備。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百萬美元 		 （經重列）

附屬公司－海外
本期稅項 88.1		 ��.1

遞延稅項 15.7		 1�.�

總計 103.8		 ��.�

包括於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溢利減虧損之稅項為七千七百一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四千七百二十萬
美元（經重列）），其分析如下。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百萬美元 		 （經重列）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海外
本期稅項 46.5		 ��.1

遞延稅項 30.6		 �1.1

總計 7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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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包括匯兌及衍生工具虧損淨額四百八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收益八十萬美
元），其中包括被指定列作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若干PLDT股份之公平價值變動而產生的虧損
三百九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收益八百二十萬美元）及折算本集團未對冲以外幣計值的債務及應付款項及
衍生工具公平價值變動之匯兌差額而產生的虧損九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七百四十萬美元），種植園公平
價值變動之收益一千二百七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三百六十萬美元）以及非經常性收益淨額二千二百四十
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二億一千六百一十萬美元）。

匯兌及衍生工具（虧損）╱收益分析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百萬美元

匯兌及衍生工具（虧損）╱收益
 －附屬公司（附註�） (1.1	)	 0.�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1.3	)	 �.�

小計 (2.4	)	 �.�

稅項及少數股東權益應佔部份 (2.4	)	 (�.� )

總計 (4.8	)	 0.�

二零零八年之非經常性收益二千二百四十萬美元主要包括減持及攤薄本集團於PLDT權益之收益九百八十
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之非經常性收益二億一千六百一十萬美元主要包括以PLDT股份償付若干總公司可轉
換票據而減持本集團於PLDT權益之收益一億五千三百三十萬美元及攤薄本集團於 Indofood的食油及種植園
業務的實際權益之收益五千四百四十萬美元。

7.	 普通股股息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舉行的會議上，董事宣布派發中期現金股息每股普通股0.��美仙（二零零七年：0.��

美仙）。

8.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一億五千六百八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
二億九千七百五十萬美元（經重列））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三十二億二千六百四十萬股（二零零七
年：三十二億零六百一十萬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i)期內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一億五千六百八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
二億九千七百五十萬美元（經重列））減少 (a)三百四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無）有關轉換本集團之合營公司
DMWC所發行可換股票據；及(b)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二十萬美元）有關行使本集團之聯營公司PLDT所授出
購股權之攤薄影響，及(ii)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三十二億二千六百四十萬股（二零零七年：三十二億
零六百一十萬股）（即相等於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股份基礎），加上假設期內本公司之購股權被視為已
獲行使而按零代價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五千九百九十萬股（二零零七年：六千八百四十萬股）之股份基
礎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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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載列如下。

 2008		 �00�

百萬美元 		 （經重列）

1月1日結算 784.1		 �1�.�

匯兌折算 15.8		 (�.� )

添置 55.8		 ��.�

出售 (3.4	)	 (0.� )

收購附屬公司 －		 �.�

折舊（附註�） (42.2	)	 (��.� )

6月30日結算 810.1		 �0�.�

10.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2008年		 �00�年

 6月30日		 1�月�1日

 結算		 結算
百萬美元 		 （經重列）

PLDT 1,064.7		 1,0��.�

MPIC 160.8		 ���.�

其他 11.5		 �.0

總計 1,237.0		 1,�10.�

11.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數額是根據市場報價而釐定若干被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的PLDT股份之公平價值，該等資產用作抵銷因總公司可轉換票據內含期權部份之公平價值變動所帶來的

風險。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全數償付總公司可轉換票據後，餘下之此等PLDT股份已被重新列為本集團於聯營

公司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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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包括二億六千九百九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億六千三百三十萬美元）之應收貿易賬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2008年		 �00�年
 6月30日		 1�月�1日
百萬美元 結算		 結算

0至�0日 221.9		 �1�.�

�1至�0日 10.6		 �.�

�1至�0日 7.5		 �.�

超過�0日 29.9		 ��.�

總計 269.9		 ���.�

Indofood給予出口顧客�0日付款期及本地顧客平均�0日付款期。MPIC按一至五年期以分期形式收取應收相
關物業銷售合約賬款。

13.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包括二億三千一百萬美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億一千三百
萬美元）之應付貿易賬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2008年		 �00�年
 6月30日		 1�月�1日
百萬美元 結算		 結算

0至�0日 203.6		 1��.�

�1至�0日 6.9		 �.0

�1至�0日 5.3		 �.�

超過�0日 15.2		 1�.�

總計 231.0		 �1�.0

14.	遞延負債及撥備
         2008  �00�

           （經重列）
百萬美元 退休金  遞延收入  長期負債  其他  總計  總計

1月1日結算 1��.�  �1.1  �.�  1�.1  197.9	  10�.�

匯兌折算 �.1  －  0.�  (0.1 ) 3.2	  (1.1 )

增加 �1.0  －  0.�  －  21.9	  1�.�

付款及動用 －  (0.� ) －  －  (0.7	) (�.� )

6月30日結算 1��.�  �0.�  �.�  1�.0  222.3	  11�.�

按以下方式呈列：
即期部份 －  1.�  －  1�.0  17.3	  1�.�

非即期部份 1��.�  1�.1  �.�  － 	 205.0	  10�.�

總計 1��.�  �0.�  �.�  1�.0  222.3	  11�.�

退休金為有關退休計劃及長期服務金的應計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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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延收入為有關Asia Link B.V. (ALBV)（一間本公司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向Smart Communications, Inc. (Smart)（一

間PLDT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就雙方的一項服務協議安排（附註1�(B)）所收取之預先繳付服務費。

長期負債主要為有關 Indofood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計入拆卸、遷移或復修之應計負債。

其他主要與重組撥備有關。重組撥備與本集團重組PLDT股權架構有關。重組撥備乃根據預計完成重組所需

交易成本作出估計。估計基準將會持續檢討，並於適當時作出修訂。

15.	簡略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
(A)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現金開支一千一百八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無）主要與MPIC於二零零八年六月投資於Davao Doctors 

Hospital ��.0%的權益有關。

(B)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按金

該按金乃 Indofood一間附屬公司PT Salim Ivomas Pratama (SIMP)為認購PT Lajuperdana Indah (LPI)的�0.0%權

益而支付的款項。LPI在印尼經營甘蔗種植園業務，擁有約�1,�00公頃種植園土地。

(C)	 主要非現金交易

期內，本集團透過轉讓PLDT之0.1%股份，償還三百九十萬美元總公司之可轉換票據。MPIC透過向其

債權人轉讓若干物業資產，償還二億八千九百萬披索（六百八十萬美元）之債務。

16.	承擔及或有負債
(A)	 資本開支

 2008年		 �00�年

 6月30日		 1�月�1日

百萬美元 結算		 結算

有關附屬公司之承擔：

已批准但未簽約 125.9		 1��.�

已簽約但未計提 16.1		 �1.�

總計 142.0		 ���.�

本集團之資本開支承擔主要與 Indofood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關。

(B)	 或有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除 Indofood就若干種植園農戶為其生產及向其銷售鮮果實串之安排所獲之

信貸而為該等農戶提供之擔保的七千二百九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七千三百四十萬

美元）外，本集團或本公司均沒有任何重大或有負債（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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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購股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授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之購股權詳

情如下。

(A)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細節

 於�00�年      於2008年  購股權  於授出  行使期間

 1月1日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6月30日  行使價  日期之市價  之市價   最後賦予

本公司 所持購股權  之購股權  之購股權  所持購股權  （港元）  （港元）  （港元）  授出日期 權利日期 行使期始自 行使期結束

執行董事

彭澤仁 �1,�00,000  －  －  31,800,000  1.��  1.��  －  �00�年�月1日 �00�年1�月 �00�年�月 �01�年�月

 �0,�00,000  －  －  30,200,000  �.��  �.��  －  �00�年�月�日 �01�年�月 �00�年�月 �01�年�月

唐勵治 10,��0,000  －  (�,0�0,000 ) 3,560,000  1.��  1.��  �.��  �00�年�月1日 �00�年1�月 �00�年�月 �01�年�月

 1�,�00,000  －  －  18,200,000  �.��  �.��  －  �00�年�月�日 �01�年�月 �00�年�月 �01�年�月

黎高臣 1�,000,000  －  －  14,000,000  1.��  1.��  －  �00�年�月1日 �00�年1�月 �00�年�月 �01�年�月

 1�,�00,000  －  －  15,500,000  �.��  �.��  －  �00�年�月�日 �01�年�月 �00�年�月 �01�年�月

非執行董事

Albert F.del Rosario大使 �,��0,000  －  －  2,840,000  1.��  1.��  －  �00�年�月1日 �00�年�月 �00�年�月 �01�年�月

 �,1�0,000  －  －  3,160,000  �.��  �.��  －  �00�年�月�日 �00�年�月 �00�年�月 �01�年�月

謝宗宣 �,��0,000  －  －  2,840,000  1.��  1.��  －  �00�年�月1日 �00�年�月 �00�年�月 �01�年�月

 �,1�0,000  －  －  3,160,000  �.��  �.��  －  �00�年�月�日 �00�年�月 �00�年�月 �01�年�月

獨立非執行董事

Graham L. Pickles �,1�0,000  －  － 	 3,160,000  �.��  �.��  －  �00�年�月�日 �00�年�月 �00�年�月 �01�年�月

陳坤耀教授金紫荊星章、

 CBE、太平紳士 1,��0,000  －  －  1,340,000  1.��  1.��  －  �00�年�月1日 �00�年�月 �00�年�月 �01�年�月

 �,1�0,000  －  －  3,160,000  �.��  �.��  －  �00�年�月�日 �00�年�月 �00�年�月 �01�年�月

鄧永鏘爵士KBE  �,1�0,000  －  －  3,160,000  �.��  �.��  －  �00�年�月�日 �00�年�月 �00�年�月 �01�年�月

高級行政人員 ��,0��,000  －  －  29,032,000  1.��  1.��  －  �00�年�月1日 �00�年1�月 �00�年�月 �01�年�月

 �,�00,000  －  －  4,500,000  �.���  �.��  －  �00�年�月�日 �010年1�月 �00�年�月 �01�年�月

 ��,��0,000  －  －  42,220,000  �.��  �.��  －  �00�年�月�日 �01�年�月 �00�年�月 �01�年�月

總計 �1�,���,000  －  (�,0�0,000 )	 211,832,000

(B)	 MPIC之購股權計劃細節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四日，MPIC股東批准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MPIC董事可於確認身份後，酌情邀

請MPIC之合資格行政人員接受MPIC的購股權以獲得MPIC之擁有權益，以作為長期受僱之鼓勵。該計

劃之有效期為十年，並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四日起生效。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止，MPIC並無按該計劃授出購股權。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任何安排致使董事能透過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

機構體系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利。董事或其配偶或年齡十八歲以下之子女亦無權購買本公司之證券，而該等

人士期內亦無行使任何此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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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於期內進行之主要有關連人士交易披露如下：

(A)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本公司 (i)向DMWC墊款七千六百萬美元及 (ii)認購DMWC發行之二千萬美元可換
股票據，作為DMWC收購Maynilad之資金。DMWC可換股票據於三年內到期，並可於票據期間按每股
DMWC普通股1披索之面值轉換成DMWC的普通股。於二零零八年五月，DMWC償還七千六百萬美元
墊款及利息。

(B) ALBV與Smart有一項技術性支援協議。按此協議，自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起ALBV為Smart提供一項
四年期的技術支援服務，以及協助流動電話電訊服務的營運及維修服務，此協議可在雙方同意下再
延續。此協議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屆滿並延續四年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此協議規定
支付之技術服務收費相等於Smart綜合收入淨額之1%（二零零七年：1%）。

此外，ALBV與Smart亦有一項由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二十五年期服務協議。除非雙方同意延續，
否則，此協議將於到期日失效。按此協議，ALBV為Smart就購買資本設備及與國際供應商洽商、安排
國際融資及其他相關服務以推動具有相類目標的服務提供意見及協助。為期二十五年之服務協議費
用已預先支付。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此等安排之費用總額為三億零三百萬披索（七百二十萬美元）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三億披索或六百三十萬美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應付技術服務
及管理費之尚餘數額為十億零八千七百萬披索（二千四百二十萬美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億四千一百萬披索或二千二百八十萬美元）。

(C) 於日常商業運作情況下，Indofood與若干聯營公司、合營公司及聯號公司進行貿易交易。此等交易主
要與三林家族有關，均是透過直接及╱或共同擁有股份權益及共同管理。林逢生先生為本公司之主
席及大股東，亦為 Indofood之總裁董事兼行政總監。

以下披露所有與有關連人士進行的重大交易（不論該等交易是否按與非有關連人士所進行之交易者
相若之條款及條件進行）。

交易性質
截至�月�0日止�個月 2008		 �00�
百萬美元

損益計算表項目
出售製成品
 －予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12.7		 1�.�
 －予聯號公司 28.1		 �1.1
購買原材料
 －自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22.9		 �1.�
 －自聯號公司 5.5		 �.�
管理及技術服務費收入及特許權收入
 －自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0.5		 0.�
 －自聯號公司 1.8		 1.0
保險費用開支
 －予聯號公司 1.3		 1.�
租金開支
 －予聯號公司 0.6		 0.�
運輸及抽運服務開支
 －予聯號公司 0.2		 0.�

Indofood約�%（二零零七年：�%）之銷售額及�%（二零零七年：�%）之採購額來自與此等有關連公司
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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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餘性質
 2008年		 �00�年
百萬美元 6月30日		 1�月�1日
 結算		 結算
資產負債表項目
應收賬款－貿易
 －自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2.1		 �.�
 －自聯號公司 12.1		 �.�
應收賬款－非貿易
 －自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0.1		 0.�
 －自聯號公司 15.1		 �.�
應付賬款－貿易
 －予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3.3		 �.�
 －予聯號公司 2.0		 1.�
應付賬款－非貿易
 －予聯號公司 －		 �.�
其他應付款項－非貿易
 －予聯號公司 5.9		 �.�

19.	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及八月，本公司的菲律賓聯號公司Metro Pacific Holdings, Inc. (MPHI)以一百一十四億

披索（二億五千三百七十萬美元）認購MPIC發行的六十六億股新股，以致MPHI於MPIC的權益由約��.�%
增至約��.�%。MPIC將所得款項用於 (i)向第一太平收購DMWC的可換股債務；(ii)反映向MPHI已發行若
干可換股債務之轉換及償還由MPHI提供的若干現有墊款；及 (iii)作為向Ashmor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及其聯號公司（Ashmore基金）購買及償還DMWC的可換股及可轉換債務的資金。

(B) MPIC於二零零八年七月 (i)向Ashmore基金償還十四億披索（三千一百八十萬美元）可轉換債務，並向其
購買DMWC發行的二千萬美元可換股債務，及 (ii)向第一太平購買DMWC發行的二千萬美元可換股債
務。完成該等交易及與DMCI Holdings Inc.於DMWC的股東協議落實後，MPIC於DMWC的投票權益將由
�0.0%增至��.1%（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而MPIC會把DMWC的財務業績及狀況綜合入賬。其對本集
團財務狀況的暫時預計影響（基於DMWC資產及負債之現有賬面值）概述如下︰

百萬美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1�0.� )
無形資產 ���.�
遞延稅項資產 �.�
其他非流動資產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流動） (�0.� )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1 )
短期債務 (1��.0 )
長期債務 (�0.� )
遞延負債及撥備 (���.� )
遞延稅項負債 (��.� )
少數股東權益 (1��.� )

應佔資產淨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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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dofood之附屬公司SIMP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完成認購LPI的�0.0%權益，總代價為

三千七百五十億印尼盾（四千零七十萬美元）。LPI於印尼經營甘蔗種植園，擁有約�1,�00公頃種植園土

地。該收購對本集團財務狀況的暫時預計影響（惟須待進一步評估應佔所收購可識別資產及承擔之負

債以及或有負債之公平價值以作實）概述如下︰

	 暫時預計

	 收購時確認		 緊接收購前

百萬美元 之公平價值		 之賬面值

代價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0.�

資產淨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  ��.�

種植園 �.1  �.�

預付土地費用 �0.�  10.�

遞延稅項資產 1.�  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0  �.0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流動） ��.�  ��.�

存貨 0.�  0.�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 ) (�1.� )

短期債務 (0.� ) (0.� ) 

長期債務 (�0.� ) (�0.� ) 

遞延稅項負債 (�.� ) －

總資產淨值 ��.�  ��.1

少數股東權益 (��.0 )

應佔所收購總資產淨值 ��.�

商譽 �.�

(D) MPIC董事會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七日批准分別向Benpres Holdings Corporation (Benpres)及First Philippine 

Holdings Corporation (FPH)收購其所持First Philippine Infrastructure, Inc. (FPII)約��.��%及約�0.��%股權。待

建議收購完成後，MPIC須向FPII的公眾股東提出收購要約購買FPII餘下最多約0.1�%的權益。

FPII為一家股份於菲律賓證券交易所上市買賣的公司，持有Manila North Tollways Corporation (MNTC)約

��.1%權益。MNTC於一九九八年六月獲授收費營運補充協議，可作融資、設計、經營及維修菲律賓北

呂宋高速公路的收費道路、收費設施及其他與產生收費收入有關的設施。

建議收購代價約為一百二十三億披索（約二億七千八百七十萬美元），分別以現金一百一十八億披索

（約二億六千八百二十萬美元）及由MPIC承擔四億六千二百六十萬披索（約一千零五十萬美元）的若干

墊款支付。收購要約的代價為一千九百七十萬披索（約四十萬美元）或以每股計算�.���0�披索（約�.�1

美仙）。

建議收購及收購要約均受若干先決條件限制，預期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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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ndofood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以每股二千四百印尼盾（0.��美元）出售二億五千一百八十萬股庫存

股份予一名第三方投資者，籌得款項約六億零四百三十萬印尼盾（六千五百五十萬美元）。本集團於

Indofood的權益由�1.�%減至�0.1%，本集團預期將錄得攤薄收益約一千七百萬美元。

20.	比較數字
如簡略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B)所述，由於期內採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號及二零零

七年下半年本集團合營公司之會計政策改變，故若干項目及結餘的會計處理方法與呈報均隨該等改變而

修訂。期內，本集團亦將種植園的公平價值變動（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一千四百九十萬

美元）自銷售成本重新分類為其他經營收入，以更有效反映該項目的非營運性質。因此，已重新分類及重列

若干比較數字，以配合本期呈報及會計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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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審閱報告

致第一太平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前言
本所已完成審閱載於第��至�1頁之中期財務資料，包括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第一太平有限公司的簡

略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於截至該日止六個月之相關簡略綜合損益計算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解

釋附註。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中期財務資料必須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

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該準則所載之有關條文編製。

董事負責按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編製及呈報此中期財務資料。本所之責任是根據審閱之結果作出結論。本

所之報告按大家同意之聘用條款只向彼等之法人實體作出報告，而沒有其他目的。本所不會就本報告之內

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上責任或接受權責。

審閱範圍
本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

閱。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範圍包括向財務及會計事宜之負責人作出查詢，及採用分析及其他審閱程序。由

於審閱工作涵蓋之範圍遠較根據香港核數準則的審核工作為少，故本所不保證已知悉所有應於審核工作

確認的重大事項。因此，本所不會發表任何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本所之審閱，概無發現任何令本所相信本中期財務資料有任何主要內容並非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編製。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金融街八號

國際金融中心第二期十八樓

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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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報告

按香港聯交所頒布之上市規則附錄1�第��段之要求，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中期報告，包括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應用守則。審核委員會亦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及其外聘核數

師商討有關審核、內部監管及財務申報事宜。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由審核委員會聘任，以審閱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略中期財務報表。核數師審閱報告列載於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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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報告

第一太平致力建立及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常規。本公司已採納本身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第一太平守
則），該守則乃按上市規則附錄1�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管治守則）之原則及守則條文而訂立。

於中期報告所述之會計期間，第一太平已運用此等原則，並一直遵守管治守則所載之全部強制性條文及所
有建議最佳常規，惟下述者除外：

1. 委任最少佔董事會三分之一人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目前董事會的十三名董事中只有三名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

�. 於年報及賬目內以個人及記名方式披露高級管理層成員之酬金詳情。

�. 於有關季度結束後四十五日內公布及刊發季度財務業績。

有關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進一步資料已詳載於本公司二零零七年年報第�1至��頁。

經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均已遵守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而本公司
所編製及採納的操守準則條款並不較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有關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寬
鬆。

關連及持續關連交易
以下為在中期報告涵蓋期內須經獨立股東審閱的交易：

‧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修訂有關 Indofood麵食及種植園業務交易的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年度上
限及設定二零一零年年度上限，以及設定蔗糖業務交易的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年度上限。

獨立非執行董事與董事舉行多次會議批准以下關連交易：

‧ 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與PT Asuransi Central Asia及PT Central Asia Raya訂立新保險業務交易，並設定二零
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年度上限。

‧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及六月十日︰修訂有關 Indofood麵食、種植園、其他包裝、分銷及零食業務交
易的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年度上限及設定其二零一零年新年度上限。批准有關建議認購佔蔗糖
公司 (PT Lajuperdana Indah)經擴大股本�0%的新股份之關連交易。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董事會負責於本集團維持足夠內部監控系統及透過審核委員會檢討其效率。

此外，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審核委員會審閱後表示：

‧ 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及會計制度有效運作，其目的旨在合理保證重大資產得到保障、本集團的業務風
險受到識別及監督、重大交易均在管理層授權下執行，以及財務報表乃屬可靠以作刊載，並已遵守有
關法律及規定。

‧ 已備有程序以確認、評估及管理本集團所面對之重大業務風險。本集團所有業務均已應用該等程序。

‧ 已制定可改善若干程序之措施，以進一步加強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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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股東之權益

董事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及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a)須遵照香港法例第��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或 (b)須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被列入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或 (c)須按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股份好倉

   約佔已發行
   股本的
姓名 普通股  百分比 (%) 普通股購股權

林逢生 1,�1�,���,��� (C)(i) ��.�� －
彭澤仁 �,���,��� (P) 0.1�  ��,000,000

唐勵治 ��,���,1�1 (P) 1.10  �1,��0,000

黎高臣 －   －  ��,�00,000

Albert F. del Rosario大使 �00,000 (P) 0.0�  �,000,000

謝宗宣 －   －  �,000,000

Graham L. Pickles －   －  �,1�0,000

陳坤耀教授，金紫荊星章、CBE、太平紳士  －   －  �,�00,000

鄧永鏘爵士，KBE －   －  �,1�0,000

(C) = 法團權益，(P) = 個人權益

(i) 林逢生擁有First Pacific Investments (BVI) Limited 100%權益，而該公司擁有本公司���,���,���股普通股。於該公司股份
中，林逢生直接持有��.���%，而��.���%則由Salerni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林逢生直接持有Salerni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全部已發行之股本）。林逢生亦持有First Pacific Investments Limited ��.�%權益，而該公司擁有本公司��0,���,���股普
通股。於該公司股份中，10%由林逢生直接持有，而��.�%則由Salerni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First Pacific Investments 
Limited餘下之��.�%權益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林文鏡、林宏修及一間由 Ibrahim Risjad控制之公司分別擁有�0%、10%
及�.�%權益。

(B)	 於相聯法團股份好倉

• 彭澤仁於Metro Pacific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MPIC)擁有1,���,�0�股 (0.0�%)*普通股 (P)、以實益擁
有人身份擁有�0�,���股 (0.11%)* 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ompany (PLDT)普通股 (P)及��0股
（少於0.01%）* PLDT優先股 (P)，並以代理人身份持有1�,�1�股PLDT普通股。

• 唐勵治於MPIC擁有��,���股普通股(C)及��0,000股普通股(P)（合共0.0�%）*，並擁有10�,���股(0.0�%)* 

PLDT之普通股 (P)。

• 林文鏡擁有1�,��0,���股 (0.1�%)* P.T. Indofood Sukses Makmur Tbk (Indofood)之股份 (C)。

• 林宏修擁有1�,��0,���股 (0.1�%)* Indofood之股份 (C)。

• Ibrahim Risjad擁有�,�0�,1�0股 (0.0�%)* Indofood之股份 (C)。

• 林逢生擁有���,��0股(0.01%)* Indofood之股份(C)，並透過其控制公司（第一太平除外）擁有�,00�,���

股 (0.1�%)* Indofood Agri Resources Ltd. (Indo Agri)之股份之直接權益，以及透過第一太平集團之公
司擁有���,�00,000股 (��.��%)* Indo Agri股份之間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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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 F. del Rosario大使擁有1�0,00�股 (0.0�%)* PLDT普通股 (P)、1,��0股（少於0.01%）* PLDT優先

股 (P)、以代理人身份持有��,��1,��0股（��.�0%）* Prime Media Holdings, Inc. (PMH)優先股、以實益擁

有人身份擁有�股（少於0.01%）* PMH普通股 (P)、�,���股（�.��%)* Costa de Madera Corporation普通

股 (P)、1�,000股（�.00%）* Metro Pacific Land Holdings Inc.普通股 (P)及�0,000股 (�0.00%)* Metro Strategic 

Infrastructure Holdings, Inc.普通股 (P)。

• Napoleon L. Nazareno擁有�,���股（少於0.01%）* MPIC普通股 (P)、1�,���股（少於0.01%）* PLDT普通

股 (P)及���股（少於0.01%）* PLDT優先股 (P)。

(P) = 個人權益，(C) = 法團權益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佔各相聯法團各股份類別之已發行股本之概約百分比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或被視作擁有：(a)須遵照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或 (b)須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被列入

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或 (c)須按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之好倉及淡倉權益。

主要股東擁有本公司之權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而備存之主要股東股份權益及淡倉登記冊，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以下

人士已知會本公司其擁有本公司�%或以上之已發行股本：

(a) Salerni International Limited (Salerni)，該公司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Salerni透過持有First Pacific Investments Limited (FPIL-Liberia) ��.�0%權益及First Pacific Investments (BVI) Limited 

(FPIL-BVI) ��.���%權益而擁有本公司1,�1�,���,���股普通股權益（好倉），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

(b) FPIL-Liberia，該公司在利比里亞共和國註冊成立。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FPIL-Liberia實益擁有

��0,���,���股普通股，約佔本公司當日已發行股本之��.��%。FPIL-Liberia由主席（林逢生）以及三位非

執行董事（林文鏡、林宏修及 Ibrahim Risjad）擁有，各人所佔之權益已列示於第��頁附表內之附註 (i)。林

逢生被視為擁有FPIL-Liberia所持股份之權益。

(c) FPIL-BVI，該公司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FPIL-BVI實益擁有���,���,���

股普通股，約佔本公司當日已發行股本之1�.��%。本公司主席林逢生擁有FPIL-BVI全部已發行股本之

實益權益。因此，林氏被視為擁有FPIL-BVI所持股份之權益。

(d) Marathon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Marathon)，該公司於英國註冊成立。於二零零八年五月通知本公司

其持有本公司���,���,1��股普通股，約佔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本之�.0�%。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本公司並無接獲有關Marathon於本公司股權變動之其他通知。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所知並無其他人士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其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或淡倉，或直

接或間接擁有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中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或以上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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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期內以總代價（未扣除開支）四百三十萬美元於香港聯交所購回本公司之�,���,000股普通股。於二

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該等股份中�,���,000股已被註銷。餘下的1,���,000股購回普通股隨後已於二零零八

年七月被註銷。購回之詳情概述如下︰

	 每股已付購買價

	 購回		 最高		 最低	 已付總代價

購回月份	 普通股數目		 港元		 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美元

�00�年�月 �,��0,000  �.�0  �.�0  1�.�  �.�

�00�年�月 �,1��,000  �.00  �.��  1�.�  �.0

總計	 6,472,000		 		 		 33.3		 4.3

董事認為可透過購回股份提高本公司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從而對股東整體有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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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資料

財務日誌
初步公布二零零八年
 中期業績 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
就中期股息登記之
 最後日期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向股東寄發中期報告 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派付中期股息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日
財政年度結束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初步公布二零零八年
 年度業績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 有待確實

總公司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環康樂廣場八號
交易廣場第二座二十四樓
電話 ： (���) ���� ����
傳真 ： (���) ���� ����
電郵 ： info@firstpac.com.hk

註冊辦事處
Canon’s Court
��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 Bermuda
電話 ：  (1 ��1) ��� ����
傳真 ： (1 ��1) ��� ����

股份資料
第一太平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並以美國預託證券方式在美國場外進行買賣
上市日期 ：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
面值 ： 每股1美仙
每手買賣單位 ： �,000股
已發行普通股股數 ： �,���,��1,00�*

* 經扣除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後註銷之1,���,000股回購普
通股

股份編號
香港聯交所 ： 001��
彭博資訊  ： 1�� HK
湯森路透 ： 01��.HK

美國預託證券資料
級別：1
美國預託證券代碼：FPAFY
CUSIP參考號碼：�������00
美國預託證券相對普通股比率：1比�
美國預託證券預託銀行：紐約銀行

合併股權事宜
可致函本公司於百慕達之主要股票登記及過戶處：
 Butterfield Fund Services (Bermuda) Limited
 Rosebank Centre
 11 Bermudiana Road
 Pembroke HM0�, Bermuda

或香港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股份過戶登記處
 香港特別行政區
 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
 合和中心十八樓一八零六至一八零七室
 電話 ： (���) ���� ����
 傳真 ： (���) ���� 0��0/(���) ���� �0��
 電郵 ： hkinfo@computershare.com.hk

	 股份過戶處
 香港特別行政區
 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
 合和中心十七樓一七一二至一七一六室

本中期報告的英文版本或本公司進一步資料
可瀏覽：
www.firstpacco.com

或聯絡：
張秀琼
副總裁
集團企業傳訊部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環康樂廣場八號
交易廣場第二座二十四樓
電話 ： (���) ���� ����
傳真 ： (���) ���� ����
電郵 ： info@firstpac.com.hk

網站
www.firstpacco.com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環金融街八號
國際金融中心第二期十八樓

律師
齊伯禮律師行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環遮打道十六至二十號
歷山大廈二十樓

主要往來銀行
東方匯理銀行
瑞穗實業銀行
渣打銀行
摩根大通銀行
標準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金融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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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資摘要

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ompany
PLDT	(PSE:	TEL;	NYSE:	PHI)是一家於菲律賓具市場領導地位之電訊服務供應商，其普通股於菲律賓證券交易

所上市，並以美國預託證券方式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PLDT為菲律賓上市公司中市值最大企業之一。PLDT

透過其三大業務部門提供全面之電訊服務，包括無線（主要透過其全資擁有附屬公司Smart Communications, 

Inc.）、固線（主要透過PLDT）以及資訊及通訊科技（主要透過其全資擁有附屬公司ePLDT）。PLDT於菲律賓已建

立最廣闊之光纖骨幹、流動電話、固線電話及人造衛星網絡。

類別 ： 電訊

註冊成立╱經營地點 ： 菲律賓

已發行股份數量 ： 一億八千八百一十萬

所持已發行股份性質 ： 每股面值�披索之普通股

經濟權益 ： ��.�%

有關PLDT的進一步資料可瀏覽www.pldt.com.ph

PT	Indofood	Sukses	Makmur	Tbk
Indofood	(IDX	:	INDF)為一家從事食品生產、加工、推廣及分銷的「全面食品方案」公司，以雅加達為基地，

並於印尼證券交易所上市。Indofood透過四項互補策略性業務集團於印尼提供及分銷眾多類別的食品：品

牌消費品（即食麵、食品調味料、零食及嬰兒穀類食物）、Bogasari （麵粉及意大利麵食）、農業業務（油棕櫚

樹、橡膠樹、茶葉及可可豆種植園、食油、植物牛油及起酥油）及分銷。以產量計算，Indofood被視為全球最

大即食麵製造商之一，而以面積計算則為全球最大種植園公司之一，其亦為印尼最大之磨粉商。以單一地

點產能計算，Indofood於雅加達之磨粉廠為全球最大磨粉廠之一。Indofood於印尼擁有龐大分銷網絡。

類別 ： 消費性食品

註冊成立╱經營地點 ： 印尼

已發行股份數量 ： 九十四億

所持已發行股份性質 ： 每股面值100印尼盾之股份

經濟權益 ： �1.�%

有關 Indofood的進一步資料可瀏覽www.indofood.co.id

Metro	Pacific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MPIC	(PSE:	MPI)是一家以菲律賓為基地並於當地上市的投資及管理公司，持有基建、公用事業、房地產發

展及健康護理企業之權益。

類別 ： 基建、公用事業、地產及健康護理

註冊成立╱經營地點 ： 菲律賓

已發行股份數量 ： 十三億四千二百九十萬

所持已發行股份性質 ： 每股面值1披索之普通股

經濟權益 ： ��.�%

有關MPIC的進一步資料可瀏覽www.mpic.com.ph



股份代號： 00142

本中期報告之英文版可瀏覽 www.firstpacco.com 或向本公司索取。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interim report is available at www.firstpacco.com or from the Company on request.

設計及印刷：卓智財經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特別行政區中環康樂廣場八號

交易廣場第二座二十四樓

電話：(852) 2842 4388

傳真：(852) 2845 9243

電郵：info@firstpac.com.hk

網頁：www.firstpacco.com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