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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VIETNAM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 PROCESSING (HOLDINGS) LIMITED 

越南製造加工出口越南製造加工出口越南製造加工出口越南製造加工出口((((控股控股控股控股))))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422) 

 

中期中期中期中期業績公佈業績公佈業績公佈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以美元表示以美元表示以美元表示以美元表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變動變動變動變動 

‧‧‧‧總收入總收入總收入總收入 1億億億億 4,380萬萬萬萬  1億億億億 1,270 萬萬萬萬  +28%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2,730 萬萬萬萬  2,740 萬萬萬萬  -1% 

‧‧‧‧淨利潤淨利潤淨利潤淨利潤 1,250 萬萬萬萬  1,120 萬萬萬萬  +11%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0.014  0.012  +11% 
 

 
越南製造加工出口越南製造加工出口越南製造加工出口越南製造加工出口（（（（ 控股控股控股控股））））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的董事會的董事會的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欣然宣佈欣然宣佈欣然宣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六月三十年六月三十年六月三十年六月三十日止日止日止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的的的的未未未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連連連
同對上一個財政年度的比較數字同對上一個財政年度的比較數字同對上一個財政年度的比較數字同對上一個財政年度的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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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綜合綜合綜合全面全面全面全面損損損損益表益表益表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附註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收入 2  143,771,172  112,727,842 

銷售成本   (116,495,582)  (85,281,211)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27,275,590  27,446,631 

 

其他收入   275,130  1,200,391 

分銷開支   (7,433,474)  (6,376,761) 

技術轉讓費   (3,813,129)  (3,084,886) 

行政開支   (6,051,622)  (6,759,556) 

其他開支   (126,844)  (594,848) 

 

經營業務所得利潤經營業務所得利潤經營業務所得利潤經營業務所得利潤   10,125,651  11,830,971 

 

融資收入   5,426,277  3,245,308 

融資開支   (17,540)  (1,007,429) 

 

融資收入淨額融資收入淨額融資收入淨額融資收入淨額 3(a)  5,408,737  2,237,879 

 

分佔權益入賬參股公司利潤   234,171  169,681 

 

除所得稅前利潤除所得稅前利潤除所得稅前利潤除所得稅前利潤 3  15,768,559  14,238,531 

 

所得稅開支 4  (3,280,007)  (3,028,902) 

 

本期利潤本期利潤本期利潤本期利潤   12,488,552  11,209,629 

 

本期本期本期本期除稅後除稅後除稅後除稅後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全面收益全面收益全面收益全面收益: 

   換算國外附屬公司賬目的匯兌差額   (6,670,308)  (3,345,55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應佔應佔應佔全面收益全面收益全面收益全面收益   5,818,244  7,864,072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基本  5  0.014  0.012 

–攤薄  5  0.014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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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附註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  36,686,569  40,814,779 

無形資產   144,087  164,283 

預付租賃款項   6,564,147  679,702 

於權益入賬參股公司之投資   1,005,176  771,005 

遞延稅項資產   104,560  178,489 

非流動資產非流動資產非流動資產非流動資產   44,504,539  42,608,258 

 

存貨   31,041,408  26,742,020 

貿易應收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7  12,324,986  10,572,687 

可收回所得稅   28,508  15,548 

公平值變化計入損益金融資產   1,000,000  - 

三個月以上期限的定期存款   19,092,144  13,606,41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3,428,325  116,147,982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166,915,371  167,084,647 

   -------------------  ------------------- 

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   211,419,910  209,692,905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  34,778,968  37,237,014 

計息借貸   -  1,125,966 

應付所得稅   1,185,363  1,698,142 

撥備   1,955,140  1,967,625 

流動負債總額流動負債總額流動負債總額流動負債總額   37,919,471  42,028,747 

 

非流動負債總額非流動負債總額非流動負債總額非流動負債總額   -  - 

   -------------------  ------------------- 

負債總額負債總額負債總額負債總額   37,919,471  42,028,747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28,995,900  125,055,90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73,500,439  167,664,158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173,500,439  167,664,158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繳入股本   1,162,872  1,162,872 

儲備   172,337,567  166,501,28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   173,500,439  167,664,158 

  -------------------  ------------------- 

總負債及權益總負債及權益總負債及權益總負債及權益   211,419,910  209,69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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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非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非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非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本公司年度財務結算日為十二月三十一日。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例（包括遵守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解釋附註摘要，該等附註包括對理解本集團自二零

一零年度財務報表起財務狀況變動及表現有重大影響之事件及交易之說明。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完整財務報表之全部必需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財務報告為未經審核，但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

日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及經董事會核准刊發。此中期財務報告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
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 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
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本中期財務報告顯示有關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財務資料為節錄自有關

年度之財務報表，並不構成本公司有關年度之法定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年度之法定經審核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註冊地址內供查閱。核數師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

十五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沒有保留的審計意見。 

 
 

2.  收入及分部資料收入及分部資料收入及分部資料收入及分部資料 

 
用於須予呈報的分部利潤為經調整之扣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經調整利息及稅前盈利」），

其中利息包括淨融資收入淨額。 計算經調整利息及稅前盈利將本集團的收入再調整不明確
歸類於某特定分部項目，例如分佔權益入賬參股公司盈虧、其他總公司或企業管理費用。 

 

提供給本集團的資深管理層須予呈報的分部資訊作為本期資源配置及評估分部表現，詳載如
下： 

 
(a) 分部的業績分部的業績分部的業績分部的業績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止日止日止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產銷備用產銷備用產銷備用產銷備用  模具及模具及模具及模具及 

產銷機車產銷機車產銷機車產銷機車  零件及引擎零件及引擎零件及引擎零件及引擎 維修服務維修服務維修服務維修服務  集團集團集團集團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對外客戶收入       125,766,738     17,955,020          49,414    143,771,172 

分部間收入            -      51,296,564     713,600    52,010,164 

須予呈報的須予呈報的須予呈報的須予呈報的收入總額收入總額收入總額收入總額  125,766,738 69,251,584      763,014    195,781,336 

須予呈報的須予呈報的須予呈報的須予呈報的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 
(經調整經調整經調整經調整利息及稅前盈利利息及稅前盈利利息及稅前盈利利息及稅前盈利)    6,318,838   5,096,388   126,576  11,54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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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零一零一零一零年年年年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止日止日止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產銷備用產銷備用產銷備用產銷備用  模具及模具及模具及模具及 

產銷機車產銷機車產銷機車產銷機車  零件及引擎零件及引擎零件及引擎零件及引擎 維修服務維修服務維修服務維修服務  集團總額集團總額集團總額集團總額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對外客戶收入       99,150,180     13,485,764       91,898        112,727,842 
分部間收入  -     41,000,498    780,882    41,781,380 

須予呈報的須予呈報的須予呈報的須予呈報的收入總額收入總額收入總額收入總額      99,150,180  54,486,262  872,780     154,509,222 

須予呈報的須予呈報的須予呈報的須予呈報的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 
(經調整經調整經調整經調整利息及稅前盈利利息及稅前盈利利息及稅前盈利利息及稅前盈利)  7,724,880   5,809,881   172,758   13,707,519 

 
 

(b) 按經營分部劃分按經營分部劃分按經營分部劃分按經營分部劃分須予呈報須予呈報須予呈報須予呈報之之之之損益損益損益損益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日止六個月日止六個月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美美美元元元元 

利潤利潤利潤利潤 

由集團以外客戶產生之須予呈報的分部利潤  11,541,802  13,707,519 

融資收入淨額  5,408,737  2,237,879 

分佔權益入賬參股公司利潤  234,171  169,681 

未分配企業支出  (1,416,151)  (1,876,548)  

  

綜合稅前利潤  15,768,559  14,238,531 

 
 
 
3.   除所得稅前利潤除所得稅前利潤除所得稅前利潤除所得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已計及以下項目: 

(a) 融資收入及開融資收入及開融資收入及開融資收入及開支支支支: 
  

銀行利息收入  5,366,077  3,242,562 

外匯收益淨額  60,200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利息收入  -  2,746 

融資收入  5,426,277  3,245,308 

 -------------------  ------------------- 
 

已付及應付銀行利息  (17,540)  (90,050) 

外匯虧損淨額  -  (917,379) 

融資開支  (17,540)  (1,007,429) 

  -------------------  ------------------- 
 
融資收入淨額  5,408,737  2,23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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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員工成本員工成本員工成本員工成本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日止六個月日止六個月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工資及薪金  4,283,693  3,984,593 

員工福利  2,220,608  1,814,895 

按股份計算權益方式支付費用  8,395  55,636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365,036  325,179 

遣散費津貼  114,904  316,843 

 

總計  6,992,636  6,497,146 

 

(c) 其他項其他項其他項其他項目目目目 

  

預付租賃款項╱無形資產攤銷  109,350  68,68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698,383  3,778,892 

按股份計算權益方式支付費用  

 -最終控股公司之僱員  9,642  48,104 

商譽價值減損  -  8,751 

物業、廠房及設備價值減損  -  478,92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淨額  (57,553)  8,748 

研發開支  4,097,055 3,715,016 

撇減存貨  120,192  294,408 

 
 

4.   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 
 

 已於已於已於已於收益表提列收益表提列收益表提列收益表提列 

  

即期稅項開支即期稅項開支即期稅項開支即期稅項開支 

–即期稅項  2,903,164  2,349,717 

–前期撥備不足額  310,211  78,549 

 

遞延稅項開支遞延稅項開支遞延稅項開支遞延稅項開支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回撥     66,632  600,636 

 
               3,280,007  3,028,902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由於本集團並無賺取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任何收
入，故本集團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開曼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於開曼群島毋須繳納任何所得稅。 

 
根據越南一九八七年頒佈並於一九九零年及一九九二年修訂的外商投資法，VMEP 的企業所
得稅率，按機車組裝及生產業務所得利潤 18%計算；適用於引擎組裝及生產業務所得利潤
為 10%；另適用於其他業務適用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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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越南一九九六年頒佈並於二零零零年修訂的外商投資法，Vietnam  Casting  Forge  
Precision Limited（「VCFP」）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率為 15%；VCFP 可於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
五年享有三年免稅期；其後七年由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二年按適用所得稅率減 50%繳納企
業所得稅。 

 

根據越南一九九六年頒佈並於二零零零年修訂的外商投資法、二零零六年投資法、二零零三

年企業所得稅法，Duc Phat Molds Inc.的適用稅率自首年經營起計五年為15%，隨後六年由二

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二年的稅率為20%，其後年度的稅率則為25%。 

 

根據台灣二零一零年修訂的公司所得稅法，慶融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慶融公司」）的適用

稅率為淨利潤高於新台幣 120,000元為 17%，若淨利潤低於新台幣 120,000 元則可豁免所得

稅。 

 

根據印尼所得稅法， PT Sanyang Industri Indonesia 適用的稅率為 25%。 
 

Chinfo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 Ltd.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

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該公司在開曼群島毋須繳納任何所得稅。 

 
 
5.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12,488,552美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1,209,629 美元）及期間已發行普通股 907,680,000 股（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07,680,000 股）。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金額相同，因所有未行

使購股櫂皆為非攤薄性質概無存在潛在攤薄普通股。 

 
 

6. 物業物業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 

 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購置、出售及匯率變動的影響，如下: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日止六個月日止六個月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購置  1,790,776  8,912,857 

出售(賬面淨值)  (25,939)  (22,744) 

匯率變動的影響  (2,194,664)  (1,31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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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應收款項貿易應收款項貿易應收款項貿易應收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貿易應收款項  2,720,572  2,931,202 

非貿易應收款項  4,799,205  2,609,072 

預付款項  4,463,064  4,878,633 

應收關聯方金額  

－貿易  341,863 153,624 

－非貿易           282   156 

   
  12,324,986  10,572,687 

 

本集團承受的信貸風險極微，因為本集團一般不會向越南國內客戶提供信貸期。於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越南國內客戶佔客戶總數約 88%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87%)。

海外客戶一般給予信貸還款期為三十至六十天。本集團並無就任何個別客戶或對手承受

任何重大風險。 

 

管理層已備有一套信貸政策，並持續監察所承受的信貸風險。要求信貸額超過某限度

的客戶，一律須接受信貸評估。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含應收關聯公司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三個月內  3,010,942  3,084,826 
 三個月以上但一年內  51,493  - 
   3,062,435  3,084,826 
 
 

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      13,111,479  17,537,12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經營開支  10,515,752  10,855,113 
客戶提供的墊款  2,102,093  2,821,641 
應付關聯方金額 
－貿易  9,026,882  6,021,797 
－非貿易  22,762  1,338 
 
  34,778,968  37,237,014 
 

貿易應付款項含應付關連公司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三個月內  19,863,447  19,604,630 

 三個月以上但一年內  2,267,373  3,952,072 

 一年以上但五年內  7,541  2,220 

 
  22,138,361  23,55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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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為越南具領導地位的速克達及國民車機車製造商之一，主要製造及組裝設施位於越南同奈

省(鄰近胡志明市)及河內市，機車產能每年達 36 萬輛。本集團以 SYM 及 SANDA 品牌提供多元

化的機車型號及款式銷售，亦生產機車引擎及零件供內部使用及銷售予海外客戶，並提供壓鑄及

鍛造金屬零件用的模具檢修服務。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越南經濟狀況不穩定但機車市場仍保持成長，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為 

5.6 %，然而由於貨幣供給激增，通脹率仍錄得雙位數的升幅，當前經濟指標顯示，貨幣貶值及高

通脹壓力依然為金融體系不穩定的主要原因。越南盾對美元官方匯率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為 1 美元兌 19,500 越南盾，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貶值至 20,880 越南盾或 7%，最近至 8 月中

維持 20,840 越南盾左右。 

 

回顧期內，因越南本地機車市況仍然暢旺，故本集團銷售總額錄得雙位數的升幅。期內通脹升溫

及經營成本上漲，管理層雖在第二季起將部份銷售價格調整，但仍未足以將所增加的成本全數轉

嫁予消費者。故越南內銷利潤的增長，未能與營業額同比例上升。出口台數及營業額較去年同期

相比也有較大成長，但因成本上揚，單價升幅滯後，使毛利率受壓。 

 

本集團所面對的主要挑戰是，在日益熾熱的市場競爭環境下，擴大所佔的市場份額；及經營成本

不斷上漲下，嚴控成本、提升效率及增強採購產品的議價能力，使溢利率得以保持。期內原材料、

零組件成本、工資及薪金均以雙位數的幅度上升，管理層為了照顧消費者的接受能力，在銷售價

調升上較審理，沒有將增加的成本全數轉嫁，故經營利潤增長率低於銷售增長。 

 

雖然本集團於極具挑戰且充滿競爭的環境之下經營，我們仍努力爭取理想成績，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 143.8百萬美元及稅後利潤約 12.5 百萬美元，較二零一

零年上半年分別增加逾 28%及 11%，這顯示本集團成功執行業務策略，提供優質產品及高增值服

務予需要優質產品的客戶。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在越南總銷售數量約 12.3 萬輛 (其中速克達約 

7.6 萬輛及國民車約 4.7 萬輛)，另出口至東盟國家(主要為菲律賓、印尼、新加坡、緬甸、汶萊及

馬來西亞)約 2.2 萬輛，比去年同期分別增長 36%和 16%。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在越南新增 6 家分銷點，藉以強化其區域銷售網絡及提升品牌形象。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越南的龐大分銷網共有 319 家由分銷商所有之 SYM 援權分銷點，

覆蓋越南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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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本集團收入由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12.7 百萬美元增長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 143.8 百萬美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稅後淨利潤為 12.5 百萬

美元，相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 11.2 百萬美元，同比分別上升 28%及 11%。

本集團持續嚴格控制營運成本及資本性開支，藉以減低對業務帶來的負面影響。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 143.8 百萬美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 112.7 百萬美元，增加 31.1 百萬美元或 28%。增長主因為越南機車市場較平穩，
本集團之速克達及整體銷量與同期上升 36%。速克達銷售仍為本集團主要利潤來源佔全部收入
68%，主要暢銷型號有 ATTILA-VICTORIA 、ELIZABETH、SHARK、JOYRIDE 及 ENJOY。以地域
業務區分，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越南內銷所貢獻收入佔全部收入約 85%。 
    
    
銷售成本銷售成本銷售成本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85.3 百萬美元，增加37%至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16.5 百萬美元。銷售成本的增加主要由於銷量增長、原材料、零
組件成本上漲及越南工資上升引致，本集團通過加大本地採購、進口中國來源零件及新產品成本
降低，已持續控制成本以減低對業務帶來的負面影響。就佔收入總額百分比而言，本集團銷售成
本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6%，增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1%。 
    
    
毛利及毛利率毛利及毛利率毛利及毛利率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原材料、零組件及工資成本上漲再加上越南盾匯率貶值等原因使然，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27.4 百萬美元，減少 1%至二零一一年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 27.3 百萬美元。於該同一期間內，本集團的毛利率由 24%減少至 19%。 
    
    
分銷開支分銷開支分銷開支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6.4 百萬美元，增加 17%至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7.4 百萬美元，分銷開支增加主要在廣告和促銷費用、經銷商的
銷售獎金及支援費用，以應對越南市場競爭激烈。 
    
    
技術轉讓費技術轉讓費技術轉讓費技術轉讓費    
技術轉讓費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1 百萬美元，增加 24%至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8 百萬美元，增加主要由於SYM品牌機車尤以速克達的銷量上升所致。 
    
    
行政開支行政開支行政開支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6.8 百萬美元，減少 10%至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6.1 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佔
收入的百分比為 4%，本集團盡力削減其他費用以抵銷薪資及相關成本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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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 VMEP 於越南其中一廠房二零零八年發生火災，因火災引致損失有關存貨、
廠房及設備為 3.0 百萬美元。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九月收到第一期保險賠償約 1.0 百萬美元，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到第二期保險賠償金約 1.0 百萬美元，並於二零一
零年下半年已收到保險最後賠償金 0.6 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因此沒有
該項其他收入。    
    
    
經營業務所得利潤經營業務所得利潤經營業務所得利潤經營業務所得利潤    
基於上述種種因素使然，本集團來自經營業務所得的利潤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 11.8 百萬美元，減少 14%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0.1 百萬美元。 
    
    
融資收入淨額融資收入淨額融資收入淨額融資收入淨額    
本集團的融資收入淨額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2.2 百萬美元，增加 141%至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5.4 百萬美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利息收入增加 2.1 百萬美元
(尤以越南銀行存款利率較高)，本期間因越南盾兌美元的匯率下跌引致匯兌虧損則有減少，由去
年虧損 0.9 百萬美元轉變為本年匯兌收益 0.06 百萬美元。 
 
 
本期本期本期本期利潤及淨利率利潤及淨利率利潤及淨利率利潤及淨利率    
由於上述種種因素使然，本集團本期利潤（扣除所得稅後）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 11.2 百萬美元，增加 11%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2.5 百萬美元，而同期
本集團的淨利率由去年度的 10% 減少至 9%。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 129.0 百萬美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25.1 百萬美元），其中包括流動資產 166.9 百萬美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7.1 百
萬美元）及流動負債 37.9 百萬美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2.0 百萬美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須於一年內償還的計息借貸（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1.1 百萬美元以美元列值）。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須於一年後償還的計
息借貸（二零零九十二月三十一日︰0 美元皆以美元列值）；負債比率則為 0%（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此負債比率以計息借貸總額除以資本總額計算。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存款，總額為 122.5 百萬美元，當中包括 62.0 百萬美元
等額以越南盾列值， 52.0 百萬美元以美元列值，4.3 百萬美元以新台幣列值， 4.0 百萬美元以人
民幣列值及 0.2 百萬美元等額以港元、歐元及印尼盾列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9.8
百萬美元，當中主要包括 80.1百萬美元等額以越南盾列值， 47.1百萬美元以美元列值及 2.6 百萬
美元等額以港元、新台幣及印尼盾列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界定為以公平值變化計入損益金融資產之結構性銀行存款 
1.0 百萬美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 美元）。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具備穩健財務狀況，並有足夠資源以供其營運資金需求及未來所需之資本開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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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價波動風險匯價波動風險匯價波動風險匯價波動風險    

本集團對因承受匯價波動風險所採用之政策沒有重大的改變。本集團交易的主要貨幣為越南盾及

美元；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匯率風險，故此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資本承擔及可能負債資本承擔及可能負債資本承擔及可能負債資本承擔及可能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未來資本承擔約為 22.5 百萬美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0.6 百萬美元），將以來自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時股份發售的所得款項及本集

團的營運所得現金悉數支付。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可能負債。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為其於越南、台灣、印尼及香港的僱員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組合並根據公司最新發展定

期作審核。薪酬組合包括基本薪資、花紅、購股權、優質員工宿舍、培訓及發展機會、醫療福

利、保險保障及退休福利。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有 2,237 名僱員（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2,006 名）。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總薪資及相關成本約為  7.0 

百萬美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5 百萬美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的變動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的變動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的變動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的變動 

除本報告另有披露外，本集團的財務狀況與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並無重大轉變， 截至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內「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所披露的資料亦無重大轉變。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展望未來，越南政府將繼續採取積極措施控制通貨膨漲，預期越南經濟仍將取得平穩增長。同時，

在需求上升以及東盟主要國家(如馬來西亞及菲律賓)良好經濟條件的帶動下，本集團相信機車行

業亦將繼續保持成長的態勢。 

 

本集團於下半年將推出多款改款機車型號，藉此提高產品售價，以提升盈利水平。本集團亦將繼

續深化現有的高利潤速克達市場，包括鞏固女性 ATTILA 系列的領先地位，以及擴大大引擎汽缸

容量旗艦機種(如 SHARK 170cc)及男性機種 (如 SHARK 及 JOYRIDE)的銷量。 

 
未來，本集團推出的新型號亦將搭配最新更省油及環保的電子噴射引擎技術，以符合市場趨勢及

消費需求。在內部管理方面，除持續通過加大本地採購及增強採購產品的議價能力，本集團並將

發揮自主研發的優勢，加速進行多項價值分析與價值工程方案，以減低成本上升對業務帶來的負

面影響。 

 
在整體行銷策略方面，本集團將持續拓展其經銷網絡，以擴大銷售規模。為進一步推動海外業務

的發展，本集團將致力擴展東盟市場特別如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泰國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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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河內市政府整體都市計劃，本集團位於河內的廠房將會遷移。現時新廠房正在進行設計規

劃，預計將於 2013 年中完工投產。本集團亦會與越南及河內市政府進行持續協調及磋商，以評估

原廠址所在土地未來的發展機會，惟目前未有具體的計劃及時間表。 

 

管理層樂觀地認為今年上半年業績記錄的改善將會在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下半年持續增長。配合

我們一流的研發能力及強健的財務狀況，將令本集團在今後未來取得強勁表現。本集團有信心將

獲得良好的業績，並給予本公司股東最佳的回報。 

 

 

應用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應用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應用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應用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首次公開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76.7 百萬美元 （經扣除相關開

支）。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款項淨額使用如下： 

 

 

二零一一年 

招股章程 使用金額 六月三十日餘額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越南興建及設立研發中心       15.0   11.7    3.3 

擴展越南分銷管道，包括 

－提升現有經銷商         4.0    4.0        –  

－建設新專門店         46.0    1.0   45.0 

併購資產或業務          9.0    1.7       7.3 

一般營運資本          2.7    2.7     –  

總額           76.7   21.1    55.6 

 

 

未使用所得款項淨額存放於金融機構之銀行存款，詳情參閱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項目。 

 

企業管治常規企業管治常規企業管治常規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董事認為，經考慮（其中包括）獨立專業人士所進行的審閱及╱或審核的發現後，本公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 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原則，並已遵守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

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 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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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

份。 

 
 

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其認為編製有關業

績乃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並已作出充足披露。 

 
 

中期中期中期中期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議決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派付中期股息，因此無需暫停辦理股東

登記。 

 
 
發佈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發佈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發佈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發佈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 

中期業績公佈將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網站  www.hkex.com.hk 及本公司的網站

www.vmeph.com 內公佈。本公司的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將於適當時候在上述網站發佈。 

 
 

致謝致謝致謝致謝 

最後，本集團謹對股東、集團供應商及客戶的鼎力支持致謝。本集團亦感謝員工對本集團成功所

作出的貢獻。 

 
 
 

承董事會命 

越南製造加工出口越南製造加工出口越南製造加工出口越南製造加工出口（（（（ 控股控股控股控股））））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張光雄張光雄張光雄張光雄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張光雄先生、羅恒文先生、李錫村先生及王清桐先生，兩名非執行董

事江世煌先生及劉武雄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青青小姐及魏昇煌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