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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太平洋航運公布 2016 年中期業績 

2016 年上半年乾散貨運巿場極為疲弱 

小靈便型乾散貨船的按期租合約對等基準的日均收入較市場指數高出 56% 

錄得由經營業務產生的正面現金流 7,700,000 美元 

透過供股集得新資金淨額 143,000,000 美元 
 

香港，2016 年 7 月 29 日 – 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太平洋航運」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業務摘要 

集團 

 乾散貨運的市場租金進一步下跌至有記錄以來的低位。因而導

至本集團錄得疲弱的業績 

 我們錄得 49,800,000 美元淨虧損及由經營業務產生 7,700,000

美元正面的現金流 

 我們的小靈便型乾散貨船的按期租合約對等基準的日均收入較

市場指數高出 56% 

 我們完成供股集資，籌得新資金淨額 143,000,000 美元 

 2016 年上半年出售拖船產生現金所得款項 12,000,000美元 

 我們持有的現金增至 406,000,000美元，淨負債比率為 29% 

 我們尚未提用的 272,000,000美元之已承諾貸款融資，較已訂購新建造乾散貨船餘下的共 237,000,000美 

元資本承擔為多 

 我們進一步減低日常小靈便型貨船營運開支以及一般行政及管理開支 

船隊 

 我們全力專注於乾散貨運業務，近乎全數長期資產均投放於我們領先市場的小靈便型乾散貨船及超靈便型乾散貨船業務 

 我們通過規模效益及有效控制成本，進一步減低自有小靈便型乾散貨船的營運開支至每日為 4,060 美元 

 我們增加營運自有貨船，加強對貨船的管理及提升服務質素 

 我們沒有簽訂任何新的長期租賃貨船合約，反之我們倚重擴大自有船隊及較低租金的短期租賃貨船。 

 我們目前營運 212 艘乾散貨船，包括 87 艘自有及 12 艘將於未來一年加入我們船隊的新建造自有貨船 

 於 2016 年下半年的 19,420小靈便型乾散貨船收租日中，58%已按日均租金 7,670 美元（淨值）獲訂約 

市場／定位 

 市場租金受到一般季度及農曆新年放緩、持續供應過剩情況及中國煤炭入口減少影響 

 市場租金自二月中旬主要因南美洲農業出口活動增加而有所改善 

 貨船報廢量偏高及幾乎沒有新貨船訂單，將有助日後市場的健康發展 

 我們近期的供股集資，加強我們過渡持久具挑戰的環境及作為穩健的貨運夥伴的能力，亦增強在疲弱的市場中審慎評估可能購

買二手貨船的能力 

 我們繼續為中期疲弱市場作好管理業務，以進一步減省成本，在有效率及安全經營業務的同時，適當地組合貨船及貨物以增加

利潤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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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航運行政總裁 Mats Berglund 表示： 

「2016 年上半年乾散貨運巿場出現極為疲弱的巿況。於如此艱難的時刻，雖然我們錄得虧損，惟我們的小靈便型及超靈便
型乾散貨船租金表現仍然較巿場現貨租金分別高出 56%及 29%，並錄得正面的營運現金流。 

我們沒有簽訂任何新的長期租賃貨船合約，反之，我們更倚重建立自有船隊及較低租金的短期及租金與指數掛鈎的租賃貨船，
從而增加整體的船隊效率。 

我們最近完成的供股集資亦讓我們處於優越的位置。籌得的新資金不但確保我們安然渡過持續富挑戰性的環境，亦加強我們
作為穩健的貨運夥伴的能力，吸引貨運業務，並增強在疲弱的市場中審慎評估可能購買二手貨船的能力。 

我們的現金狀況、已完成的供股集資、穩健的業務模式及往績均有助本集團建立穩固實力，讓我們脫穎而出，在此疲弱的市
況中成為客戶及其他持分者首選、穩健、可信賴及安全的夥伴。」 

業務表現 

核心乾散貨運業務 

於極度疲弱的巿況下，儘管我們的按期租合約對等基準的日均收入高於市場指數，我們的核心乾散貨運業務仍錄得
60,400,000 美元的虧損淨額（2015 年：15,400,000 美元淨虧損）。 

我們的小靈便型及超靈便型乾散貨船錄得按期租合約對等基準的日均收入為 6,080 美元及 5,910 美元（淨值），較波羅的海
小靈便型(BHSI)及波羅的海超靈便型(BSI)乾散貨船現貨市場指數分別高出 56%及 29%。本集團產生乾散貨船溢價主要由於
我們善用經驗豐富的團隊、環球辦事處網絡、強大的貨運支援及龐大的優質可互換船隊，優化船隊及貨運組合以實現最大的
僱用率。 

我們一直與全球客戶努力合作加強發展我們的核心業務及航線，以進一步提高船隊的僱用率。本集團為貨船營運商及船東，
能有效控制船務及保養以至與商品最終用戶交易等所有程序的貨船管理，得以微調每項細節，令我們及客戶有所得益。 

我們繼續專注以安全及低成本高效益的營運及規模效益，有助我們較去年減低小靈便型貨船日常營運成本及岸上的一般行政
及管理開支。 

我們平均營運 129 艘小靈便型乾散貨船及 79 艘超靈便型乾散貨船，令小靈便型及超靈便型乾散貨船收租日數分別按年減少
13%及增加 39%。 

2016 年下半年 19,420 小靈便型及 9,070 超靈便型乾散貨船的收租日數中，分別已有 58%及 65%按日均租金 7,670 美元及
8,020 美元獲訂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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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船有限度參與 

本集團餘下有限的拖船業務集中於中東營運，現有五艘拖船及兩艘駁船，為石油及天然氣以及基建行業服務。我們餘下拖船
資產的賬面淨值約為 18,000,000 美元，並繼續尋求出售機會。 

本集團於本年度迄今出售拖船產生現金所得款項 12,000,000 美元。 

資產負債表 

我們早前供股集資所得的款項淨額 143,000,000 美元將為我們預期於 2016 年 10 月贖回 2018 年到期的 124,000,000 美元
可換股債券提供資金，以維持現有現金。 

於 2016 年 6 月 30 日，我們有現金及存款 406,000,000 美元及借貸淨額 466,000,000 美元，淨負債比率為 29%。我們繼續
遵守所有銀行契諾。我們亦有已承諾但未提用的貸款融資 272,000,000 美元（主要為具吸引力的日本出口信用融資），較
我們的 12 艘尚未交付的日本新建造自有貨船到期支付的餘下款項 237,000,000 美元為多。 

展望及定位 

主要受南美農產品出口刺激航運活動所帶動，乾散貨船租金自 2 月錄得歷史低位以來有所回復。我們專注的小宗散貨及穀
物貨物，合佔環球乾散貨運量的 48%，預期將繼續增長。 

小宗散貨需求對中國的依賴較少，其地理、貨物及客戶組合亦較廣泛，此業務組合令致較高裝載率，與我們的策略一致，讓
我們達到超出平均市場盈利的價值。 

貨船報廢量偏高及幾乎沒有新貨船訂單，將有助日後市場健康發展。 

我們繼續為中期疲弱市場作好管理，以進一步減省成本，在有效率及安全經營業務的同時，適當地組合貨船及貨物以增加利
潤。 

憑藉我們連同新建造貨船在內的 99 艘自有貨船，我們擁有最優良的船隊，為我們於小靈便型分部佔盡競爭優勢。 

關於太平洋航運  

太平洋航運（www.pacificbasin.com）乃具領導地位的現代化小靈便型及超靈便型乾散貨船船東和營運商。於 2016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營運 212 艘乾散貨船，當中 87 艘為自有貨船，125 艘為租入貨船。另有 12 艘自有的新建造貨船會於未來兩
年陸續加入我們的核心船隊。本集團總部設於香港並於香港上巿，聘用約 3,000 名船員及 330 名岸上員工，目前在全球各
重點地區開設 12 間辦事處，為逾 450 家客戶提供全方位的優質服務。 

如欲瞭解更多詳情，請聯絡： 

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 

劉瑞琦 

電話：+852 2233 7054 

手提：+852 9843 6557 

電郵：elau@pacificbas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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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6 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488,377  634,556 

服務開支 (529,712)  (623,616) 

（毛損）╱毛利 (41,335)  10,940 

一般行政及管理開支 (3,157)  (3,320) 

其他收入及收益 14,054  16,153 

其他開支  (1,903)  (1,196) 

財務收入 942  2,960 

財務開支 (18,027)  (19,461)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減虧損╱減值 -  178 

除稅前（虧損）╱溢利 (49,426)  6,254 

稅項 (372)  (499)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49,798)  5,755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的每股盈利（去年重列）     

      基本 (1.86)美仙  0.22美仙 

      攤薄 (1.86)美仙  0.21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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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年 

12月 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595,777  1,611,000 

投資物業 1,132  2,400 

土地使用權 1,472  2,686 

商譽 25,256  25,256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401  2,135 

衍生資產 426  - 

應收貿易帳及其他應收款項 -  5,559 

有限制銀行存款 58  58 

 1,625,522  1,649,094 

流動資產    

存貨 53,399  50,785 

應該貿易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5,335  87,486 

現金及存款 406,055  358,370 

衍生資產 751  - 

 545,540  496,641 

資產總額 2,171,062  2,145,735 

    

權益    

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38,785  194,480 

保留溢利 178,265  213,233 

其他儲備 850,394  563,225 

總權益 1,067,444  970,938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衍生負債 28,132  33,797 

長期借貸 674,221  633,226 

有償契約撥備 38,586  51,918 

 740,939  718,941 

流動負債    

衍生負債 8,764  16,655 

應付貿易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7,086  117,364 

長期借貸的流動部分 198,004  292,739 

應付稅項 1,661  1,434 

有償契約撥備 27,164  27,664 

 362,679  455,856 

負債總額 1,103,618  1,174,7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