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太平洋航運公布二零零七年上半年業績 
 
香港，2007 年 8 月 7 日 – 全球領先的乾散貨航運集團之一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

（「太平洋航運」或「公司」；股份代號：2343）今天公布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業績摘要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百萬美元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營業額 455.4 239.4 
按期租合約對等基準的收入 269.2  140.4 
股東應佔溢利  162.9 36.4 
每股基本盈利（美仙）  10.4 2.8 

 
 鑒於貨船收租日數增加及強勁的乾散貨運市況，本集團期內溢利為 162,900,000

美元（二零零六年：36,400,000 美元），包括出售收益 50,200,000 美元（二零

零六年：零美元）。每股基本盈利為 81.39 港仙（二零零六年：21.95 港仙） 
 

 中期股息每股 45 港仙，派息率為 55%（二零零六年：92%） 
 

 由於自有及長期租賃船隊的擴展，於二零零七年上半年小靈便型乾散貨船的收租

日數增加 27%至 9,590 日（二零零六年：7,570 日）。小靈便型乾散貨船日均租

金增加 37%至 19,750 美元（二零零六年：14,400 美元） 
 

 核心船隊現共有 83 艘貨船（二零零七年一月一日：72 艘），包括 33 艘自有及

50 艘租賃貨船。總貨船數目包括在營運中的 58 艘小靈便型乾散貨船及 10 艘大

靈便型乾散貨船，以及 13 艘小靈便型及 2 艘大靈便型的新建造貨船。此外，現

時有 30 艘短期租賃貨船 
 

 二零零七年現有的 20,040 小靈便型乾散貨船的收租日中的 83%已獲訂約，預期

於執行合約時將帶來每日約 20,000 美元的收益。而二零零八年 21,920 小靈便型

乾散貨船收租日中已獲訂約的達 28%，將帶來每日約 18,710 美元的收益。於二

零零七年八月二日，波羅的海小靈便型乾散貨船指數為每日 32,441 美元（淨值） 
 

 積極發展業務模式，達至優勢互補。特別關注中國市場，包括與南京港口集團及

中國最大發電公司的船務部門攜手合作投資 
 

 二零零七年下半年乾散貨市場前景樂觀，這是由於全球工業持續增長、供應鏈基

礎設施瓶頸，以及較低的船隊淨增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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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論 
 
由於全球工業增長強勁，加上因缺乏完善的岸上基礎設施而加劇的貨船供應緊張狀

況，帶動小靈便型及大靈便型乾散貨船的需求上升，趨使租金達至歷史性高位，太平

洋航運的業績因而刷新歷史紀錄，淨溢利達162,900,000美元，每股基本盈利達10.4
美仙。 
 
董事會宣派付中期股息每股45港仙，派息率為55%。 
 
二零零七年上半年乾散貨運市場屢破紀錄。波羅的海乾散貨綜合指數（「BDI」）達

到歷史新高，於一月至六月期間平均為5309點，較二零零四年上半年的最高紀錄高出

19%，BDI於八月二日再創歷史新高，達到7000點。中國經濟蓬勃及其他亞洲地區的

工業化經濟發展，加速其對商品貨物的不斷需求，大量吸納數目龐大的新建造貨船。

現時年屆報廢的舊乾散貨船數目處於有史以來最高水平，尤其在小靈便型乾散貨市

場，這全因租金長期高企，使貨船的服務年期超越了過往的平均報廢船齡約28年。此

外，二手及新建造貨船亦以前所未有的高昂價格進行買賣。這反映了船東對於未來強

勁的市況充滿信心。這趨勢在七月及八月初仍得以延續。 
 
太平洋航運於船價高漲的情況下，透過私人場外交易出售七艘船較高船齡的貨船，並

回租其中六艘。此外，本集團於六月份以45,000,000美元出售一艘新交付的小靈便型

乾散貨船「Matariki Forest」，並將於二零零七年九月交付予買方。這交易創下小靈

型乾散貨船價格的新高。公司亦期後再以45,000,000美元出售一艘將於2007年底交付

名為「Crescent Harbout」的新建造貨船。同時，太平洋航運透過購買一艘二手貨船、

長期租賃兩艘貨船及獲交付的三艘新建造貨船，不斷擴展在營運中的小靈便型乾散貨

船船隊。太平洋航運亦藉著長期租賃四艘貨船，擴展在營運中的大靈便型乾散貨船船

隊。期內本集團已預訂四艘新建造貨船，包括三艘小靈便型及一艘大靈便型乾散貨船，

進一步壯大船隊。 
 
太平洋航運繼續發展港到港運輸服務以外的業務。於二零零七年七月十八日， 公司與

南京港口集團簽訂一份協議，以共同投資及合作營運設有三個泊位的碼頭設施，該設

施位於長江流域可容許小靈便型及大靈便型乾散貨船到達的最上游，本集團預計該設

施將於二零零七年八月投入營運。這是本集團一個重大發展，而公司擬在中國進一步

發展散裝貨港口點，以與主要業務相輔相承。此外，本集團最近亦同意與中國最大電

力供應商的船務部門成立一合營公司，以共同發展中國國際煤炭貿易上的長期噸位。

這合營公司已積極物色新噸位。本集團的另一合營公司在中東富加勒對外的粒料付運

業務亦繼續發展，現時擁有一支小型拖船及駁船船隊，以補充其小靈便型及大靈便型

乾散貨船服務。 
 
於二零零七年三月，董事會批准透過利用本集團的辦事處網絡及本集團於業界的關係

所獲取的航運市場資訊，投資若干上市的航運公司證券，上限為50,000,000美元。迄

今為止金額最大的單一投資為一間以曼谷為基地及在曼谷上市的乾散貨運船東及經營

公司Thoresen Thai Agencies。本集團目前擁有其股本中已發行股份約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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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零零六年底起，乾散貨市場行情已顯著提高，無論已發展及新興的經濟體系均呈

現健康的經濟狀況。然而，太平洋航運深明貨運市場的波動性，將繼續以審慎作風鎖

定其船隊未來的租金收入。 
 
行政總裁許仕德（Richard Hext）先生稱：「我們預計未來數年乾散貨貨運行業的強

勁增長將會持續，為太平洋航運帶來正面影響。由一班有才幹的員工致力施行的業務

模式，目前運作良好，但仍需持續發展，以達到我們包括全球最大型商品公司的客戶

不斷變化的需求。我們在擴展服務範圍所付出的努力已開始取得令人鼓舞的成績，強

化了我們的實力，並惠澤股東。」 
 

#### 
關於太平洋航運 
 
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乃全球最大的商業乾散貨航運集團之一，透過太平洋航運

(www.pacbasin.com) 及 International Handybulk Carriers (IHC) 
(www.handybulkpool.com) 擁有、租賃及管理貨船的業務。本集團於二零零五年十二

月開始透過International Handymax Carriers (IHX) (www.handymaxpool.com)品牌經

營其大靈便型乾散貨船的業務。 
 
本集團專注運載不同類型的乾散貨商品，包括由資源豐富地區，如澳洲、新西蘭、北

美西海岸及東南亞向日本、中國及韓國等商品高消費國運載林業產品、水泥、礦物、

穀物及化肥料以及廢金屬。 
 
太平洋航運的業務遍佈全球，總部設於香港，並於倫敦、東京、墨爾本、上海、大連、

北京、溫哥華、奧克蘭、杜拜、富加勒、首爾及新加坡設有經營辦事處。 
 

-完- 
 
如欲了解更多詳情，請聯絡: 
 
偉達公眾關係顧問有限公司 
李安健 
電話: +852 2894 6239 
手提電話: +852 9652 9002 
電郵: gary.li@hillandknowlton.com.hk 

蕭慕潔 
電話: +852 2894 6322 
手提電話: +852 9316 8576 
電郵: sharis.siu@hillandknowlto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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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455,361 239,440
 
燃料、港口開銷、其他費用及應付其他聯營體成員
款項 (186,132) (99,043)
 ──────── ────────
按期租合約對等基準的收入 269,229 140,397
 
直接開支 (135,579) (84,874)
 
一般及行政管理開支 (6,369) (6,241)
 
其他營運收入 27,337 6,518
 
其他營運開支 (35,336) (8,757)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收益 50,247 -
 
 ──────── ────────
營運溢利 169,529 47,043
 
財務開支 (10,244) (11,625)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利減虧損 3,552 1,463
 ──────── ────────
 
除稅前溢利 162,837 36,881
 
稅項 97 (496)
 ──────── ────────
股東應佔溢利 162,934 36,385
 ════════ ════════
 
股息 90,334 33,443
 ════════ ════════
 
每股基本盈利 10.43 美仙 2.83 美仙
 ═══════════ ═══════════
 
每股攤薄盈利 10.36 美仙 2.81 美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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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763,548 741,014 
土地使用權 423 427 
商譽 25,256 25,256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20,143 15,299 
衍生資產 731 11 
應收貿易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303 11,968 

 ──────── ──────── 
 821,404 793,975 
 -------------- -------------- 
流動資産   
存貨 19,144 15,643 
衍生資産 15,757 1,481 
按公平值列帳及於損益表處理之財務資產 45,658 - 
應收貿易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51,021 45,554 
銀行結餘及現金 83,251 63,242 

 ──────── ──────── 
 214,831 125,920 
 -------------- -------------- 
   
流動負債   
衍生負債 34,853 11,209 
應付貿易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77,554 69,894 
長期借貸的流動部份 38,790 23,881 
應付稅項 1,357 1,698 

 ──────── ──────── 
 152,554 106,682 
 -------------- --------------
   
流動資產淨額 62,277 19,238 
 -------------- --------------
   
資產總額減流動負債 883,681 813,213 
 -------------- -------------- 
   
非流動負債   
衍生負債 3,375 1,636 
長期借貸 280,776 326,584 

 ──────── ──────── 
 284,151 328,220 
 -------------- --------------
   
資產淨值 599,530 484,993 
 ════════ ════════ 
   
權益   
 股本 156,908 155,785 
 保留溢利 263,018 145,048 
 其他儲備 179,604 184,160 
 ──────── ──────── 
   
總權益 599,530

════════ 
 484,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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