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二零一二年全年財務業績 

 營業額增加5%至六十億美元 ─ 歷來第三高位 

 METRO PACIFIC 的貢獻創歷史新高 

 MPIC 及 INDOFOOD 的盈利創歷史新高 

 經常性溢利減少15%至三億六千零三十萬美元 

 主要因素是 PHILEX MINING 暫停採礦 

 派息比率錄得29%的歷史新高 

 末期股息維持每股13.0港仙 

 全年股息維持每股21.0港仙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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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其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業績作出報告，經常性溢利由去年的四億二千三百
萬美元下跌15%至三億六千零三十萬美元，主要由於 Philex Mining Corporation
（「Philex」）於二零一二年度最後五個月暫停採礦業務所致。 

然而，二零一二年的經常性溢利為本公司歷年來第三高位的記錄。營業額由二
零一一年的五十七億美元增加5%至六十億美元。二零一二年的呈報溢利淨額由
二零一一年的五億七千四百萬美元（重列）下跌39%至三億四千八百八十萬美
元，主要由於沒有去年錄得的大額非經常性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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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及採礦公司及印尼最大縱向綜合食品公司的
主要或控股股東。 

來自營運公司之貢獻由去年的五億一千一百八十萬美元下跌10%至二零一二年
的四億六千三百一十萬美元。跌幅主要由於 Padcal 礦場因其尾礦池發生洩漏事
故而自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起暫停運作，以致 Philex 的溢利貢獻由五千零一十
萬美元下跌72%至一千三百八十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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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由於競爭環境激烈的影響，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ompany

（「PLDT」）的溢利貢獻由二億一千五百萬美元下跌10%至一億九千三百一十

萬美元。PT Indofood Sukses Makmur Tbk（「Indofood」）的溢利貢獻由一億七

千八百五十萬美元下跌5%至一億七千零一十萬美元，主要由於印尼盾的匯率下

跌 7% 抵銷以當地貨幣計值的歷來最高盈利。 Metro Pacific Investments 

Corporation（「MPIC」）同樣錄得歷來最高的盈利，其溢利貢獻由去年的六千

八百二十萬美元增加26%至八千六百一十萬美元。 

以當地貨幣計算，MPIC 及 Indofood 於二零一二年的盈利均創歷史新高。第一

太平集團的四間主要營運公司均預期其於二零一三年的盈利會更佳。 

鑒於本公司對前景樂觀，第一太平董事會建議宣派末期股息每股13港仙（1.67

美仙），與去年相同，經常性股息合共21港仙（2.70美仙），與去年所創的歷史

高位相同。向股東派發的經常性股息派息率為經常性溢利的29%。 

「儘管二零一二年是困難的一年，我們對前景仍然感到非常樂觀。」本公司常

務董事兼行政總監彭澤仁表示。 

「PLDT 預期將重拾盈利增長，Philex 已重開 Padcal 礦場，而 Indofood 及 MPIC

均有信心可持續其盈利增長，」彭氏稱，「此外，我們現正於新加坡收購一項

重要發電廠新資產，並繼續物色新的投資項目，從而進一步為我們的股東提升

價值。」 

於 三 月 較 早 時 ， 本 公 司 與 Meralco PowerGen Corporation （ 「 Meralco 

PowerGen」） 宣佈本公司之非全資擁有附屬公司 FPM Power Holdings Limited

（「FPMP」）已訂立一項買賣協議，以四億八千八百萬美元現金及承諾向項目

進一步作出四千九百萬美元的股本貢獻，向 GMR Infrastructure 收購 GMR 

Energy (Singapore) Pte Ltd.（「GMRE」）之70%權益，該公司為一間於新加坡

建造一座以天然氣為燃料的複循環雙渦輪發電廠。第一太平於 FPMP 持有60%

權益。GMRE 於新加坡裕廊島（Jurong Island）的兩座400兆瓦的複循環渦輪的

總發電量為800兆瓦。 

第一太平維持推行資本管理計劃，當中包括派發股息及股份回購計劃，每年最多可達

經常性溢利的 35%。 

「收購新加坡 GMRE 足證我們的投資策略明智，並深信可為股東帶來回報，」

彭氏續稱，「儘管二零一二年 PLDT 的經營環境困難，加上 Philex 經歷不幸意

外事故，預計此兩家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重拾盈利增長，而 MPIC 及 Indofood

的盈利則會持續增長。」 

第一太平的股價於二零一二年上升5%，於該年年底的股價為8.51港元。自二零

一三年至今，其股價較二零一二年年底的水平高出接近三分之一。 

第一太平於二零一二年自其營運公司獲取三億二千萬美元的股息收入，稍微低

於二零一一年所錄得三億二千二百萬美元的最高記錄。Indofood 增加派息有助

抵銷 Philex 未有派發末期股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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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全年盈利的非經常性項目由收益淨額一億五千二百九十萬美元（重

列）轉至一千三百二十萬美元的虧損淨額，主要反映 PLDT 就 Digitel 基站所作

的減值撥備及沒有再錄得於二零一一年所錄得的大額非經常收益。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公司的債務總額維持於十七億美元，債務淨

額則為十一億美元。定息債務佔總數63%，浮息債務佔餘下的37%。本公司的

混合利息成本為5%，債務的平均年期為五年。 

第一太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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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核心溢利由二零一一年的三百

九十億披索下降4%至三百七十三億披索，此乃由於競爭加劇以及銷售及宣傳成

本及津貼增加。 

進一步詳情載於 www.pldt.com。 

 

Metro Pacific Investments Corporation的核心溢利由二零一一年的五十一億披

索增加28%至六十五億披索，此乃由於 Maynilad Water Services, Inc. 

（「Maynilad」）的收費及銷量上升使其溢利貢獻增加，以及受惠於Meralco銷

量上升及健康護理整體業務表現強勁。因車輛流量上升，Metro Pacific Tollways 

Corporation（「MPTC」）的核心溢利由十五億披索增加6%至十六億披索。 

 

進一步詳情載於www.mpic.com.ph。 

 

PT Indofood Sukses Makmur Tbk 的核心溢利由去年的三萬二千億印尼盾增加

3%至三萬三千億印尼盾，此乃由於各項業務的銷售強勁，惟種植園業務則除

外，因其蒙受棕櫚原油價格下跌的影響。 

進一步詳情載於 www.indofood.com。 

 

Philex Mining Corporation 的核心溢利由二零一一年達五十六億披索的歷史高

位下跌69%至十七億披索，此乃由於 Padcal 礦場因尾礦池發生洩漏事故後自二

零一二年八月一日起暫停運作。 

進一步詳情載於 www.philexmining.com.ph。 

 

 

 

 

http://www.pldt.com/
http://www.mpic.com.ph/
http://www.indofood.com/
http://www.philexmining.com.ph/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財務業績 

                      

第四頁 

 

 

展望 

儘管二零一二年是困難的一年，第一太平預計本集團業務將於二零一三年復

甦。縱使環球經濟展望持續不明朗，但亞洲新興經濟體系仍然增長強勁，通脹

壓力温和。本集團所有營運公司均預測二零一三年的盈利會更佳，而最新的投

資 GMRE 計劃其八百兆瓦的發電廠設施可於年底前投產。 

隨著電訊業繼續演變為數據密集的多平台、多顯示屏幕模式的業務，PLDT 在

二零一三年會著重重拾盈利增長。為配合這方面的未來發展，PLDT 透過

MediaQuest Holdings, Inc.（「MediaQuest」）投資於內容製作及其他媒體平

台，為提供新媒體內容奠定基礎。 

二零一三年對 MPIC 是意義重大的一年，其現有投資將繼續增長，並於菲律賓

尋找競投其他基建項目的機會，例如輕便鐵路、機場重新發展及其現有核心業

務。 

仲使競爭加劇令盈利率受壓，加上成本波動，令經營環境變得複雜，但

Indofood 的增長持續穩定。Indofood 會繼續擴大其產能，特別是乳製品及棕櫚

油產品，其農業業務亦會繼續尋找新的投資項目。品牌消費品業務會繼續推出

新包裝食品，以滿足印尼日漸富裕的消費者的需求。 

Philex 正致力令 Padcal 礦場重回正常運作，同時加快發展 Silangan 項目（一個

礦藏達六百萬盎司黃金及五十億磅銅的主要礦產項目）。Silangan 預計於二零

一七年投產。 

第一太平行政總監彭澤仁總結： 

「經過二零一一年盈利創新高後，二零一二年的業績稍略優越。我們正

努力於二零一三年達到更高增長。以我們管理團隊的決心和才能，加上

亞洲新興經濟體系的前景正面，我們對未來發展感到樂觀。我們預期集

團於新加坡的電力項目將於二零一三年年底或之前投產，並希望在未來

數月會作進一步的投資，延續我們強勁的業績紀錄，為我們的股東創建

價值。」 

其他資料及分析 
隨附本新聞稿： 

 第一太平之綜合收益表 
 綜合財務狀況表  
 營運公司之貢獻概要 

 
第一太平及其營運公司的進一步盈利詳情可於www.firstpacific.com之「投資者
關係」一欄下瀏覽。二零一二年年報將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底前於網站登載及寄
發予股東。 

 

http://www.firstpacif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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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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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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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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irstpacif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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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綜合收益表 ─ 經審核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 2011 

百萬美元   (重列) 

營業額   5,990.8 5,684.1 

銷售成本  (4,128.9) (3,910.3) 

毛利  1,861.9 1,773.8 

攤薄之收益淨額  14.4 209.9 

分銷開支  (432.1) (405.2) 

行政開支  (443.5) (396.1)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22.3 39.1 

利息收入  75.0 68.9 

財務成本  (273.7) (255.5)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235.7 278.3 

除稅前溢利  1,060.0 1,313.2 

稅項  (229.8) (215.8) 

年內溢利  830.2 1,097.4 

以下者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348.8 574.0 

   非控制性權益  481.4 523.4 

  830.2 1,097.4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美仙）    

   基本  9.09 14.81 

   攤薄  8.99 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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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綜合財務狀況表 ─ 經審核 

 

 

 

百萬美元 

  

於2012年 
12月31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24.3 1,651.7 

  種植園  1,301.5 1,280.9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3,292.4 3,035.1 

  商譽  808.2 819.6 

  其他無形資產  2,305.8 2,105.9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90.6 32.5 

  可供出售資產  41.9 33.1 

  遞延稅項資產  132.3 109.9 

  已抵押存款  11.1 11.1 

  其他非流動資產  288.4 236.0 

  10,196.5 9,315.8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75.0 1,875.4 

  受限制現金   33.1 43.7 

  可供出售資產  58.7 63.4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600.0 581.8 

  存貨  816.7 731.7 

  3,683.5 3,296.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984.4 796.5 

  短期債務  926.5 1,119.3 

  稅項準備  39.0 49.6 

  遞延負債及撥備之即期部分  119.7 137.6 

  2,069.6 2,103.0 

流動資產淨額  1,613.9 1,193.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810.4 10,508.8 

權益     

  已發行股本  38.3 38.5 

  保留溢利  1,431.3 1,284.6 

  其他權益成分  1,763.7 1,699.6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233.3 3,022.7 

  非控制性權益  4,010.7 3,856.5 

權益總額  7,244.0 6,879.2 

非流動負債    

  長期債務   3,438.5 2,575.7 

  遞延負債及撥備  691.2 607.2 

  遞延稅項負債  436.7 446.7 

  4,566.4 3,629.6 

  11,810.4 10,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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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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年度 2012 2011  2012 2011  

百萬美元          (重列)(ii)  

PLDT(iii) - -  193.1  215.0  

MPIC 660.8 510.4  86.1  68.2  

Indofood 5,330.0 5,173.7  170.1  178.5  

Philex(iii) - -  13.8  50.1  

來自營運之貢獻(iv) 5,990.8 5,684.1  463.1  511.8  

總公司項目：        

  – 公司營運開支    (23.7 ) (22.1 ) 

  – 利息支出淨額    (77.7 ) (64.2 ) 

  – 其他支出    (1.4 ) (2.5 ) 

經常性溢利(v)    360.3  423.0  

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虧損)(vi)  1.8  (7.1 ) 

種植園公平價值變動之(虧損)／收益  (0.1 ) 5.2  

非經常性項目(vii)  (13.2 ) 152.9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348.8  574.0  

 
(i) 已適當地扣除稅項及非控制性權益 
(ii) 由於本集團就退休金責任之會計政策所作出的一項更改，即把所有由界定福利退休金計劃

所產生的精算收益╱虧損在其產生期間確認於其他全面收益（即直接計入權益）而非於收
益賬中（根據現行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僱員福利」，這兩種方法都是被允許的會計政策
選擇），本集團已將其二零一一年之非經常性收益由一億七千九百八十萬美元重列為一億
五千二百九十萬美元。因此，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之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由六億零九十
萬美元被重列為五億七千四百萬美元。 

(iii) 聯營公司 
(iv) 來自營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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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收益、種植園公

平價值變動之虧損╱收益及非經常性項目的影響。 
(vi) 匯兌及衍生工具收益╱虧損指本集團之未作對冲外幣借貸及應付款項之匯兌折算差額及衍

生工具公平價值變動之收益╱虧損。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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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非經常性虧損為一千三百二十萬美元，主要為PLDT就Digitel之基站減值撥
備﹙一千七百六十萬美元﹚以及Philex因第三號尾礦池意外洩漏廢水及殘渣而引起的費用
及罰款所作之撥備﹙九百九十萬美元﹚，部分被PLDT於二零一二年一月發行新股份以收
購Digitel之股份所導致本集團於PLDT之權益被攤薄0.2%的收益（一千四百五十萬美元）所
抵銷。二零一一年非經常性收益一億五千二百九十萬美元主要為PLDT於二零一一年十月
發行新股份以收購Digitel所導致本集團於PLDT之權益被攤薄3.4%的收益（二億一千萬美
元），部分被PLDT主要為Smart進行網絡現代化而作出的資產減值撥備（四千二百二十萬
美元）所抵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