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RST PACIFIC COMPANY LIMITED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根據百慕達法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全年經審核財務業績 

流動資金穩健應對 2019 冠狀病毒 

 

集團各公司已作出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的安排 

2019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觸發需求轉移 

第一太平及核心業務的流動資金仍然穩健 

營業額上升 4%至八十一億美元，接近記錄高位 

來自核心業務之溢利貢獻上升 9%至四億零九百五十萬美元 

來自營運公司之溢利貢獻為三億九千五百六十萬美元， 

去年則為三億九千三百九十萬美元 

經常性溢利上升至二億九千萬美元，去年則為二億八千九百五十萬美元 

非現金非經常性項目虧損淨額為二億五千三百九十萬美元 

末期分派增加至每股 7.0 港仙 

全年分派維持每股 13.5 港仙 

連續十年按 25%分派率派發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四日 ──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股份代號：

00142）（「第一太平」或「本公司」）今天就其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經審核財務業績作出報告，錄得接近記錄高位的收入，及營運公司的溢利貢獻及經常性

溢利增加。於二零二零年初的數星期，核心投資業務的表現強勁，但緊急的 2019 冠狀病

毒病大流行威脅到需求全面下降。就這次危機，本公司在這悲觀情緒加深的情況下對現金

流進行不同程度的壓力測試，並總結總公司及核心營運公司均有足夠的流動資金。 

「全球正處於危機中，有關當局正採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對抗這次病毒大流行帶來的影

響，」第一太平常務董事兼行政總監彭澤仁表示。「就我們而言，第一太平及我們核心業

務的流動資金仍然穩健，儘管我們注意到 2019 冠狀病毒病現時對營運公司表現的影響，

我們預期對繼續實踐我們的承諾並無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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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於香港的總公司針對病毒大流行的安排已踏入第三個月，並無僱員或其家屬受感

染。為確保僱員及我們生活的社區持續保持衛生，本公司繼續遵從香港政府有關保持社交

距離，及居家辦公的指引，以及其他政策。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手頭現金為三億二千五百萬美元，其中部份將

用作償還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到期的二億五千二百萬美元債券。這是總公司於今年到期的唯

一一項借貸。 

經常性溢利上升至二億九千萬美元，而二零一八年則為二億八千九百五十萬美元，主要由

於公司營運開支銳減，但被較高的其他成本所抵消。利息支出淨額在連續兩年下降後大致

一樣。 

儘管經常性溢利增加，但由於有非現金撇減，本公司錄得非現金虧損淨額二億五千三百九

十萬美元，而二零一八年則錄得溢利淨額一億三千一百八十萬美元。由於大部份已確認的

減值項目屬非現金性質及本公司層面的流動資金穩健，並基於本公司預期三項核心業務

PT Indofood Sukses Makmur Tbk (「Indofood」)、PLDT Inc. (「PLDT」)及 Metro Pacific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MPIC」)於二零一九年的收益增長及其中長期的的收益持續穩

健，第一太平董事會建議維持向股東的分派總額維持不變。 

二零一九年是第一太平連續第十年分派不少於經常性溢利的 25%。 

「我們歷史悠久，預期這些非現金、非經常性項目將是困景的終結，」彭氏表示。「我們

目前專注於核心業務可持續帶來強勁及穩定增長，為股東帶來預期的回報。然而，緊急的

2019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會威脅增長，儘管我們現時無法預測全年業績，我們對核心業務

的中長期前景仍保持樂觀。」 

在可行的情況下，第一太平集團各公司正推行家居辦公政策及其他措施，以減少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的影響。此外，集團公司承諾向需要臨時休假的員工繼續支薪、向員工

提供附加津貼及維生素，並正在考慮增加其他措施。 PLDT 已採取措施確保網絡運作持續，

確保可提供數據服務。其亦已加強店舖及服務中心的衛生措施，並為員工及客戶進行體溫

檢測。 

Manila Electric Company (「Meralco」)為菲律賓最大的供電商，目前觀察到住宅耗電量上

升，而工商業需求則下降。MPIC 的收費道路及輕鐵業務的需求驟降，而 Maynilad Water 

Services Inc. (「Maynilad」)匯報其儲水量足以應付客戶的需求至六月，並承諾在今年餘下

時間供應更多用水。MPIC 擁有 20%權益的醫院業務正為病毒大流行進行急切的準備工作。 

Roxas Holdings Inc. (「RHI」)為一家蔗糖和酒精生產商，現正加緊協助供應消毒潔手液。

Philex Mining Corp. (「Philex」)為一家大型金銅生產商，已實施一系列安全及緩和政策，

如在礦場工地進行體溫檢測、保持社交距離及在可行的情況下透過電訊方式互相溝通。 

「我們所有人齊心協力，盡最大努力共渡這危機。在這個困難時期，第一太平集團內部均

眾志成城，團結一致，」彭氏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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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次可怕的病毒大流行，金融市場目前正經歷歷史性的動蕩。雖然情況非比尋常及

屬暫時性，但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彭氏稱。「我們已加強董事會及監督。我們已作好準

備。」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本公司成立董事會轄下的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及行政總監組成，檢視本公司的主要財務運作及決策。其職權範圍可於此查閱。今天，

第一太平已任命裴布雷為第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其於香港及東南亞的企業及投資管理擁

有豐富經驗。董事會亦委任於 Indofood任職並擁有超過十年經驗的林希騰為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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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最大／具領導地位之電訊、基建及採礦公司，於印尼最大之縱向綜合食品公司，以及其

他較小型投資的主要或控股股東。 

第一太平於二零一九年的營業額由七十七億美元上升 4%至接近記錄高位的八十一億美元。

來自營運公司之溢利貢獻總額增加至三億九千五百六十萬美元，去年則為三億九千三百九

十萬美元，主要由於來自 Indofood 及 MPIC 創新高之溢利貢獻，惟被其他營運業務較低或

負溢利貢獻所抵消。綜合而言，核心業務 Indofood、MPIC 及 PLDT 之溢利貢獻由去年的

三億七千六百三十萬美元上升 9%至四億零九百五十萬美元。 

大部份非經常性及非現金撥備均與這些小型投資有關。本公司就出售 Goodman Fielder Pty 

Limited (「Goodman Fielder」)錄得虧損三億零八百三十萬美元，該公司為一家總部設於澳

洲具領導地位的食品生產商。第一太平亦就於 PacificLight Power Pte. Ltd. (「PLP」)的投

資錄得一項非現金減值撥備，該公司為一家新加坡燃氣電力生產商。總括而言，非經常性

項目總額為五億五千三百七十萬美元。 

第一太平自二零一零年起承諾股息／分派比率不少於經常性溢利的 25%，並視其為資本

管理方案的重要基石，藉此於回饋股東與拓展新投資以推動增長之間取得平衡。 

彭氏指：「為表示我們對第一太平集團之中期前景有信心，第一太平董事會決定維持每股

分派總額不變，並宣佈派發末期分派每股 7.0 港仙。此將使二零一九年全年分派維持不變，

即每股 13.5 港仙，分派比率佔經常性溢利 26%。」 

以美元計，第一太平董事會建議之末期股息為每股 0.90  美仙，全年經常性分派為 1.73 美

仙。於二零一九年，每股基本虧損為 5.85 美仙，而上年度每股基本盈利 3.04 美仙。 

Indofood 為全球最大的小麥即食麵製造商及印尼最大的消費性食品公司，其麵食、乳製品

及麵粉業務增長強勁，溢利貢獻上升 21%至一億六千三百四十萬美元，部份被其種植園業

務的產品售價下降所抵消。 

受惠電力及收費道路業務溢利貢獻上升，令 MPIC 的溢利貢獻由一億二千零九十萬美元上

升 5%至一億二千六百八十萬美元，部份被利息開支淨額上升及其水務業務溢利貢獻下降

所抵消。 

PLDT 是菲律賓最大的電訊供應商，其溢利貢獻持平於一億一千九百三十萬美元，去年為

一億二千零七十萬美元，主要由於並無再將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收益綜合入賬，以及折舊

及財務成本上升，部份被無線服務收入上升及現金營運開支下降所抵消。自二零一五年起

每年平均投入近十億美元資本開支後，PLDT 獲獨立行業觀察者評為菲律賓現時最佳的電

訊服務商。 

https://www.firstpacific.com/wp-content/uploads/2019/09/ltn20190719428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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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的收益來自營運公司的溢利貢獻，公司營運開支連續四年下降，由二千三百七十

萬美元下降至二千零八十萬美元。第一太平的利息支出持平於七千六百五十萬美元，去年

為七千六百四十萬美元，其他支出由四百三十萬美元上升至八百三十萬美元。第一太平總

公司的匯兌收益為三百二十萬美元，去年則為匯兌虧損五百七十萬美元。業務營運公司的

匯兌收益由六百一十萬美元下降至三百六十萬美元，而種植園的公平價值變動由虧損三十

萬美元扭轉為收益三百萬美元。 

第一太平於二零一九年收取來自營運公司的股息及費用由二零一八年的二億零二百九十萬

美元減少至一億六千五百一十萬美元，二零一八年的股息上升主要由於 Indofood派付一次

性的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公司的債務淨額下降至約十三億三千萬美元。定息債務

佔總額 53%，浮息債務佔餘下 47%。第一太平的混合年利率為 4.2%，債務平均到期年期

為 3.2 年。債務包括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到期償還的二億五千二百萬美元債券，其為本公

司於今年到期的唯一一項借貸。 

展望 

彭氏稱：「第一太平將於二零二一年踏入第四個十年，我堅信我們於核心業務的多年投資

及於二零一九年作出的艱難決定，將為我們於印尼及菲律賓核心業務的穩健增長作好準

備。」 

彭氏稱：「然而，我們正處於全球病毒大流行的初期，它正開始影響我們的業務，不僅影

響銷售，更重要的是影響我們客戶、員工及所有持份者的安全及保障。我們已為強勢復甦

奠定基礎，但現時預期復甦將受阻延，此時我們正齊心協力擊退此 2019 冠狀病毒大流行

病。」 

「我們預計今年及未來數年的利息支出將逐步下降。儘管 2019 冠狀病毒病帶來威脅，我

們預期來自 Indofood、PLDT 及 MPIC 的核心投資的股息收入在疫情過後會增加，」彭氏

稱。「於二零一九年賬目中錄得減值後，我們可重新起航，流動資金穩健及強化的財務狀

況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改善資產負債表，為我們於病毒大流行結束後的中期股份回購計劃

做好準備，以提升股價並降低完全不合理的資產淨值折讓。」 

第一太平之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收益的進一步詳情如下。 

業務回顧 

Indofood 的核心溢利由上年度的四萬億印尼盾增加 23%至四萬九千億印尼盾，由於品牌

消費品業務銷售增長強勁。 

有關 Indofood 的進一步資料載於 www.indofood.com。 

  

http://www.indofo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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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DT 上年度的核心溢利由二零一八年的二百五十九億披索下降 3%至二百五十一億披索，

主要由於並無再將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收益綜合入賬，以及折舊及融資成本增加，部份被

無線服務收入增加及現金營運開支減少所抵消。 

有關 PLDT 的進一步資料載於 www.pldt.com。 

MPIC的核心溢利由上年度的一百五十一億披索增加4%至一百五十六億披索，儘管持續面

對監管方面的挑戰，其收費道路及電力業務的溢利貢獻均有增長。 

有關 MPIC 的進一步資料載於 www.mpic.com.ph。 

 

進一步資料及分析 

隨附本新聞稿： 

 

 第一太平之綜合收益表 

 綜合財務狀況表 

 溢利貢獻及溢利摘要 

 

有關第一太平及其營運公司更詳細的收益資料可瀏覽 www.firstpacific.com投資者關係一欄。

二零一九年年報將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底前於網站登載及寄發予股東。 

 

企業簡介 
第一太平為一家建基於香港的投資管理及控股公司，業務位於亞太區。本公司的主要業務
與消費性食品、基建、天然資源及電訊有關。第一太平於香港上市（香港聯合交易所股份
代號：00142），其股份亦可透過美國預託證券於美國進行買賣（美國預託證券代號：
FPAFY）。進一步資料請瀏覽www.firstpacific.com。 
 
 

*    *    * 

進一步資料請聯絡： 

任展弘  電話：+852 2842 4355 

副董事  手提電話：+852 6336 1411 

  

 

張秀琼   電話：+852 2842 4336  

副總裁 

集團企業傳訊 

 

### 

http://www.pldt.com/
http://www.mpic.com.ph/
http://www.firstpacific.com/
http://www.firstpacif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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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9 

百萬美元 
2018 

百萬美元 

營業額 8,054.7 7,742.4 

銷售成本 (5,606.4) (5,564.6) 

毛利 2,448.3 2,177.8 

銷售及分銷開支 (606.2) (553.4) 

行政開支 (673.2) (621.0)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524.3) (63.9) 

利息收入 85.7 64.6 

財務成本 (477.4) (422.3)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335.1 319.5 

除稅前溢利 588.0 901.3 

稅項 (466.9) (292.6) 

年內溢利 121.1 608.7 

以下者應佔（虧損）╱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253.9) 131.8 

   非控制性權益 375.0 476.9 

 121.1 608.7 

 美仙 美仙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5.85) 3.04 

  攤薄 (5.85)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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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百萬美元 

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百萬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938.7 5,157.4 
  生物資產 22.6 22.7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4,787.7 4,877.3 
  商譽 693.2 1,111.5 
  其他無形資產 5,004.7 4,182.5 

  投資物業 13.4 9.5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37.4 16.2 

  以公平價值計量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385.9 319.4 
  遞延稅項資產 156.4 195.4 
  其他非流動資產 819.9 749.1 

 16,859.9 16,641.0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及短期存款 2,846.4 1,630.8 

  受限制現金 106.0 103.2 
  以公平價值計量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9.9 289.6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070.7 1,133.9 
  存貨 799.0 942.0 
  生物資產 52.0 36.1 
 4,884.0 4,135.6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138.6 124.9 

 5,022.6 4,260.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569.3 1,362.6 
  短期借款 2,262.8 2,281.1 
  稅項準備 97.3 57.3 
  遞延負債、撥備及應付款項之即期部份 542.5 419.8 

 4,471.9 4,120.8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25.4 19.5 

 4,497.3 4,140.3 

流動資產淨值 525.3 120.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7,385.2 16,761.2 

權益     

  已發行股本 43.4 43.4 
  持作股份獎勵計劃之股份 (3.2) (4.9) 

  保留溢利 1,401.4 1,582.1 
  其他權益成份 1,487.1 1,463.0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928.7 3,083.6 

非控制性權益 5,829.3 5,626.8 

權益總額 8,758.0 8,710.4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6,668.0 6,236.8 
  遞延負債、撥備及應付款項 1,535.3 1,488.9 
  遞延稅項負債 423.9 325.1 

 8,627.2 8,050.8 

 17,385.2 16,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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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貢獻及溢利摘要 

 營業額 對集團溢利貢獻(i)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百萬美元 

2019 
 

2018 
 
 2019 
 

2018 
 

Indofood 5,414.4 5,136.1 163.4 134.7 
PLDT(ii) - - 119.3 120.7 
MPIC 1,709.5 1,575.8 126.8 120.9 
Philex(ii) - - 1.0 2.9 
FPM Power 713.4 728.6 (10.5) (6.2) 
FP Natural Resources 217.4 301.9 (7.2) (0.3) 
FPW(iii) - - 2.8 21.2 

來自營運之溢利貢獻(iv) 8,054.7 7,742.4 395.6 393.9 

總公司項目：     
  -公司營運開支   (20.8) (23.7) 
  -利息支出淨額   (76.5) (76.4) 
  -其他支出   (8.3) (4.3) 

經常性溢利(v)   290.0 289.5 
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淨額(vi)   6.8 0.4 

生物資產公平價值變動之收益╱（虧損）   3.0 (0.3) 
非經常性項目(vii)   (553.7) (157.8)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253.9) 131.8 

 
(i) 已適當地扣除稅項及非控制性權益。 

(ii) 聯營公司。 

(iii) 合營公司，並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完成出售。 

(iv) 來自營運之溢利貢獻指營運公司對本集團貢獻之經常性溢利。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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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產公平價值變動之收益╱（虧損）及非經常性項
目的影響。 

(vi) 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淨額指本集團之未作對冲外幣資產╱負債淨額之匯兌折算差額及衍生工具公平價值變動之收益淨額。 

(vii) 非經常性項目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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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項目。二零一九年之非經常性虧損為五億五千
三百七十萬美元，主要為（a）本集團出售 Goodman Fielder 的虧損（三億零八百三十萬美元）、（b）本集團於 PLP 的投資的減
值撥備（二億四千九百五十萬美元）及 Philex 的採礦資產的減值撥備（三千七百五十萬美元）以及 MPIC 於 Maynilad 及 MetroPac 

Movers, Inc.的投資以及其他水務的投資的減值撥備（一億二千四百二十萬美元）、（c）PLDT 的人力精簡成本（一千一百五十萬
美元）、PLP 的有償合約撥備（六百九十萬美元）及 RHI 的遞延稅項資產撇銷（六百七十萬美元），部份被 MPIC 就不綜合入賬
Metro Pacific Hospital Holdings, Inc. 產生的收益（二億一千零六十萬美元）所抵消。二零一八年之非經常性虧損為一億五千七百八
十萬美元，主要為本集團就資產所作減值撥備，包括本集團於 Philex 之投資（八千二百一十萬美元）、PLDT 的無線網絡資產
（包括加速折舊）（二千五百萬美元）及 Philex 的採礦資產（一千零三十萬美元）、PLP 之有償合約撥備（一千一百萬美元）、
總公司的債券收購及債務再融資成本（一千零七十萬美元）及 Goodman Fielder 的網絡轉型成本（九百三十萬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