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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性溢利上升 23%至八千四百七十萬美元 
錄得溢利增加 318%至三億零一百六十萬美元 
來自營運之溢利貢獻上升 25%至一億一千一百萬美元 
PLDT 表現持續強勁 
INDOFOOD 改善營運業績   
METRO PACIFIC INVESTMENTS 轉虧為盈 
 
• 經常性溢利上升 22.8%至八千四百七十萬美元（六億六千零七十萬港元）  
 

 

 
 

 
 

• 普通股股東應佔溢利增加 317.7%至三億零一百六十萬美元（二十三億五千二百五

十萬港元） 
• 來自營運之溢利貢獻增加 24.9%至一億一千一百萬美元（八億六千五百八十萬港

元） 
• 營業額增加 23.7%至十四億零五百九十萬美元（一百零九億六千六百萬港元） 
• 普通股股東應佔權益增加 54.5%至九億零四十萬美元（七十億零二千三百一十萬

港元） 
• 綜合負債對權益比率改善至 0.65 倍 
• 於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之調整後每股資產淨值為1.08美元（8.39港元） 
• 宣布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0港仙（0.26美仙）   
 
香港，二零零七年九月五日  ——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第一太平」或「本公司」）
（香港聯合交易所：00142）是日公布，經常性溢利（不包括衍生工具重估影響、匯
兌差額及非經常性項目）增加22.8%至八千四百七十萬美元（六億六千零七十萬港
元），反映期內PLDT表現強勁及貢獻上升、Metro Pacific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MPIC」）轉虧為盈及披索升值9%。Indofood之業績表現包括營運業績改善及重
種植園資產公平價值之收益減少。 估

 
二零零七年上半年，來自營運之溢利貢獻增加24.9%至一億一千一百萬美元（八億六
千五百八十萬港元）。營業額大幅上升23.7%至十四億零五百九十萬美元（一百零九
六千六百萬港元），主要反映期內Indofood銷售額之增長。 億

 
期內錄得溢利上升，令每股基本盈利由2.26美仙（17.63港仙）增加316.4%至9.41美仙
（73.4港仙）。普通股股東應佔權益由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五億八千二百七
十萬美元（四十五億四千五百一十萬港元）增加54.5%至九億零四十萬美元（七十億
千三百一十萬港元）。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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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綜合負債對權益比率改善至0.65倍（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0.77倍），反映營運公司基礎表現強勁，提升綜合權益總額。於二零零七年
六月三十日，總公司的負債對權益比率為0.43倍（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0.16
倍），乃由於增加借貸用作購買額外PLDT股份及透過MPIC於Maynilad及Makati 
Medical Center之股份投資。 
 
總公司利息支出淨額上升58.8%至一千八百一十萬美元（一億四千一百二十萬港元），
反映期內平均債務淨額結餘上升。 
 
第一太平董事會宣布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0港仙（0.26美仙）（二零零六年上
半年：1.00港仙（0.13美仙））。股息將約於二零零七年十月二十六日派付予於二零
零七年九月二十五日名列登記冊的股東。 
 
第一太平常務董事兼行政總監彭澤仁表示：「我們十分滿意營運公司於上半年表現持
續理想。本公司的經常性溢利顯著上升，總公司的現金流量亦強勁。由於業績令人鼓
舞，本公司倍增中期股息。」 
 
「PLDT再次錄得超出預期的卓越佳績，部分由選舉相關活動所帶動。PLDT基本因素
持續良好，預期下半年的表現仍然強勁。」 
 
「期內，Indofood的營業額大幅增加，主要業務集團於各自的市場仍穩佔領導地位。
然而，原材料及燃料成本上升為麵食及麵粉業務之盈利率帶來沉重壓力。IndoAgri現
正進行收購於印尼上市之種植園公司London Sumatra約64.4%的權益，收購完成後，
Indofood的種植園土地儲備將增加至約390,500公頃，並將成為印尼最大種植園公司之
一。MPIC完成於Maynilad的全面增長及溢利提升發展策略，其中改善無提供收入用
水、總收費用水量及總收費客戶方面的發展理想。MPIC之房地產業務亦於今年轉虧
為盈。」 
 
業務回顧 
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ompany（「PLDT」）對本集團的溢利貢獻增
加27.0%至八千四百六十萬美元，即第一太平應佔附屬公司及聯營公司期內來自營運
之溢利貢獻總額之76.0%。 
 
以披索計算，PLDT之未計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前之綜合核心溢利淨額增加13%至一
百七十二億披索（三億六千一百四十萬美元），此乃由於收入及除利息、稅項、折舊
及攤銷前盈利增加以及利息開支減少，惟部分被期內披索升值9%所抵銷。錄得溢利
淨額增長11%至一百七十億披索（三億五千七百二十萬美元），因匯兌收益增加及額
外折舊開支減少所致，惟部分被所得稅撥備增加所抵銷。 
 
綜合服務收入上升11%至六百七十億披索（十四億零七百八十萬美元），主要由於其
無線以及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務部門之收入貢獻增加，惟被固線收入下跌而輕微減低。
由於固線與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務盈利率下跌，儘管其綜合除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
前盈利上升4%至四百一十八億披索（八億七千八百三十萬美元），其除利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盈利率仍下跌至服務收入之62%。 
 
PLDT於扣除一百億披索（二億一千零一十萬美元）之綜合資本開支後，綜合自由流
動現金仍大幅增加至二百四十四億披索（五億一千二百七十萬美元）。PLDT於二零
零七年首六個月已償還債項一億六千九百萬美元，於二零零七年六月底，PLDT之綜
合債務總額及淨額分別減少至十六億美元及九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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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DT宣布派發中期股息每股六十披索（1.26美元），佔期內核心盈利70%。由於PLDT
基本因素良好，加上其自由流動現金充裕及下半年前景秀麗，PLDT同時宣布派發特
別股息每股四十披索（0.84美元），致二零零七年九月之應付現金股息總額為每股100
披索（2.10美元）。 
 
Smart及Piltel之Talk ’N Text服務合計之GSM用戶基礎增加二百九十萬名至二千七百一
十萬名（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千四百二十萬名），佔菲律賓整體流動電話
市場約56%。Smart於七月推出菲律賓首個流動電話電視服務myTV。 
 
PLDT的寬頻用戶增加二十四萬八千名至四十二萬二千名，其中零售數碼固線用戶上
升六萬七千名至十九萬八千名。Smart無線寬頻服務SmartBro用戶增加八萬八千名至
期末約二十一萬名。 
 
PT Indofood Sukses Makmur Tbk（「Indofood」）為本集團帶來的溢利貢獻與去年
同期相若，維持於二千三百八十萬美元，當中包括營運業績改善及重估種植園公平價
值之收益減少。受惠於更有效的市場推廣計劃及改善存貨點分銷系統的成效，按印尼
盾計算，Indofood 綜合收入增加 21.3%至十二萬三千零一十五億印尼盾（十三億六千
萬美元），令核心溢利增長 28.5%。麵食、Bogasari、食油及油脂以及分銷業務佔總
收入 95.9%。 
 
由於廣告及宣傳開支增加，加上僱員成本上升，以致綜合經營開支增加15.6%至一萬
五千八百六十三億印尼盾（一億七千五百四十萬美元）。毛利率下降至21.0%，主要
受期內小麥及其他原料成本大幅上漲影響。隨著營運溢利上升及淨利息開支下降，溢
利淨額增加37.1%至三千六百七十二億印尼盾（四千零六十萬美元）。除利息及稅項
前盈利率由9.2%減至8.1%。按印尼盾計算，綜合債務淨額由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五萬四千五百六十六億印尼盾（六億零四百九十萬美元）下降35.1%至三萬五千
四百二十四億印尼盾（三億九千一百三十萬美元），乃由於配售於新加坡的Indofood 
Agri Resources Ltd.新股所得現金約二萬三千七百九十九億印尼盾（二億六千三百一十
萬美元）。債務對權益比率從二零零六年年底之1.11倍改善至0.59倍。 
 
於五月，IndoAgri建議以代價約五萬七千億印尼盾（約六億美元）或每股6,500印尼盾
（0.68美元）收購於雅加達及泗水上市的種植園公司London Sumatra 64.4%股權。該
交易將以銀行借貸、發行IndoAgri新股及內部資源撥付。相關盡職審查已於二零零七
年八月完成，而交易則須待第一太平、Indofood及IndoAgri股東及有關監管機構批准
方可作實，預期將於二零零七年十一月完成。其餘35.6%股權將於其後以每股6,900印
尼盾（0.73美元）進行全面收購。預期交易可加強食油及油脂集團的綜合種植園業務
模式。收購完成後，Indofood的種植園土地儲備將增至約390,500公頃。 
 
Metro Pacific Investments Corporation（「MPIC」）透過其擁有50.0%權益的共同控
制實體DMCI-MPIC Water Company Inc.，於期內完成收購Maynilad Water Services Inc.
（「Maynilad」）之84.0%權益，及認購由Makati Medical Center（「MMC」）發行合
共七億五千萬披索（ 一千六百二十萬美元）的五年期可換股票據。於二零零七年五
月，MPIC已轉換一億二千萬披索（ 二百六十萬美元）票據為股份，即擁有8%權益。
倘票據全數被轉換為股份，則佔MMC股本之33%。 
 
MPIC成功於期內轉虧為盈。溢利淨額達五億六千八百萬披索（一千一百九十萬美
元），反映Maynilad的核心溢利貢獻三億零五百三十萬披索（六百四十萬美元）以及
Landco貢獻大幅上升至五千六百二十萬披索（一百二十萬美元）。核心溢利淨額增至
一億六千五百一十萬披索（三百三十萬美元）。期內，Maynilad為MPIC帶來的收入
貢獻達十七億二千萬披索（三千六百一十萬美元）（去年：無）。收購Maynilad權益 
之公平價值超逾收購成本之餘額已於期內被確認為一項非經常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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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nilad最近分別與其債權人及監控人Metropolitan Waterworks and Sewerage System
簽訂還款協議及過渡協議。目前正申請解除企業復興計劃，使財務上有更大彈性以加
速進行多年期的服務提升計劃。 
 
二零零七年展望 
 
彭氏總結：「二零零七年上半年之理想業績，為全年的更佳營運表現奠定穩固基礎。
然而，本公司於二零零七年上半年因償還可換股票據所得的大額會計收益將不會於下
半年再次出現，乃因現時未轉換之可換股票據僅餘一千三百萬美元。縱使近期市場波
動，菲律賓及印尼的經濟實力依然強勁。本集團深信 PLDT、Indofood 及 MPIC 均循
其二零零七年之目標進發。」 
 
「第一太平持續提升現有業務的策略應可令本集團的營運表現持續向好。同時，本集
團繼續評估亞洲新興市場的各項投資機會，對於二零零七年下半年可望透過參與若干
私有化項目而大幅加強現有業務組合，表示樂觀。」 
 
其他資料及分析 
 
第一太平的簡略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溢利貢獻概要已隨同文附上。進一步資料包括第
一太平個別業務的討論與分析、二零零七年目標之半年度回顧以及財務分析等，可瀏
覽第一太平公司互聯網網址(www.firstpacco.com)「公司資料（中文版）」之「新聞稿」
及「公告」部分。二零零七年中期報告將於二零零七年九月底前郵寄予股東及登載於
www.firstpacco.com。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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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性食品及基建為主。第一太平於香港上市（股份代號：00142），其股份亦透過
美國預託證券方式在美國進行買賣（美國預託證券代號：FPAFY）。 
 
 

*     *     * 
 

詳情查詢，請聯絡： 
 
張秀琼   電話：(852) 2842 4336 
副總裁 
集團企業傳訊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http://www.firstpacco.com/
http://www.firstpac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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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簡略綜合損益計算表－未經審核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07  2006  

百萬美元    

營業額  1,405.9  1 ,136.5  
銷售成本  (1,075.7)  (851.2)  

毛利  330.2  285.3  
減持投資及權益攤薄之收益  292.2  17.3  
分銷成本  (113.9)  (95.8)   
行政開支  (91.6)  (65.6)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14.6  (13.8)   
借貸成本淨額  (69.8)  (58.7)   
應佔聯營公司溢利減虧損  87.3  68.2  

除稅前溢利  449.0 136.9  
稅項   (55.7)  (39.6)   

期內溢利  393.3  97.3  

以下者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301.6  72.2  
  少數股東權益  91.7  25.1  

 393.3  97.3  

普通股股息    
每股 2.00港仙（ 0.26美仙）    
（ 2006︰ 1.00港仙或 0.13美仙）  8.2  4 .1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美仙 )    
基本  9.41  2 .26  
攤薄  9.20  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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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簡略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2007 年 2006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百萬美元 結算 結算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33.0  716.8 
種植園  316.2  275.0 
聯營公司  1,001.3  471.0 
無形資產  249.4  －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金融資產  60.2  104.9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71.5  15.9 
商譽  39.6  34.8 
預付土地費用  56.6  45.8 
可供出售資產  7.5  4 .9 
遞延稅項資產  25.8  20.3 
其他非流動資產  90.1  106.5 
 2,751.2 1,795.9 
流動資產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480.8  327.7 
抵押存款及受限制現金  108.4  31.3 
可供出售資產  64.0  102.1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349.1  259.5 
存貨  434.2  367.4 
 1,436.5  1 ,088.0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377.0  300.5 
短期債務  694.0  508.9 
稅項準備  19.9  23.1 
遞延負債及撥備之即期部份  27.0  16.6 
衍生工具負債  33.0  －  
 1,150.9  849.1 
流動資產淨額  285.6  238.9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3,036.8  2 ,034.8 
權益    
已發行股本  32.1  32.0 
其他儲備  1,009.8  975.5 
累積虧損  (141.5)  (424.8)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900.4  582.7 
少數股東權益  689.1  450.1 
權益總額  1,589.5  1 ,032.8 
非流動負債    
長期債務  930.6  647.0 
遞延負債及撥備  300.5  92.1 
遞延稅項負債  200.7  163.3 
衍生工具負債  15.5  99.6 
 1,447.3  1 ,002.0 
 3,036.8  2 ,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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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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07 2006 2007 2006 
百萬美元      

PLDT( i i )   －  －  84.6 66.5  

Indofood  1,354.6  1 ,104.7   23.8  23.8  
MPIC 51.3 31.8 2.6 (1.4) 

來自營運  1,405.9  1 ,136.5  111.0  88.9  
 
總公司項目：   
  －公司營運開支    (7.6)  (6.4)  
  －利息支出淨額    (18.1) (11.4) 
  －其他支出    (0.6) (2.1) 

經常性溢利    84.7 69.0  
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虧損） ( i i i )    0.8 (3.7) 
非經常性項目 ( i v )     216.1  6 .9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    301.6  72.2  

 
( i )  已適當地扣除稅項及少數股東權益  
( i i )  聯營公司  
( i i i )  二零零七年上半年之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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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收益八百二十萬美元（  二零零六年上半

年︰虧損三百三十萬美元）、重估 MPIC可換股票據內含期權部分之價值而產生之收益五

百五十萬美元（  二零零六年上半年：  無）  及折算本集團未對冲以外幣訂值債務及衍

生工具合約之匯兌差額而產生之收益三百萬美元（  二零零六年上半年：  一百七十萬美

元），惟部分被重估總公司可轉換票據內含期權部分之價值而產生之虧損一千五百九十

萬美元（  二零零六年上半年：  二百一十萬美元）  所抵銷。  
( i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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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權益之收益五千四百四十萬美元。二零零

六年上半年的六百九十萬美元非經常性收益主要包括因轉換 PLDT可換股優先股而錄得

攤薄權益之收益一千零二十萬美元及以 PLDT股份償付若干總公司可轉換票據而減持本

集團於 PLDT權益之收益七百一十萬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