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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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 

未經審核業績未經審核業績未經審核業績未經審核業績 
 

 

 

 

 

 

 

 

 

 

 

 

越南製造加工出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本公佈

乃就本公司每季公佈財務業績之現行慣例，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第 13.09 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內幕消息條文而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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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根源周根源周根源周根源    
主席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周根源先生、陳邦雄先生、游文龍先生及呂天福先生，

兩名非執行董事張永杰先生及邱穎峰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青青女士、沈華榮先生及吳貴

美女士。 

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以美元表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總收入 4,600 萬  3,890 萬  +18%  1 億 3,440 萬  1 億 2,790 萬  +5% 

‧毛利 300 萬  300 萬  0%  920 萬  1,030 萬  -11% 

‧淨(虧損)/利潤  (250 萬)   (310 萬)  +20%  (770 萬)  (740 萬)  -3% 

 



未經審核綜合未經審核綜合未經審核綜合未經審核綜合損益損益損益損益表表表表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四四四四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及九個月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及九個月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及九個月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及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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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46,041,035   38,945,672   134,400,929    127,851,357   

銷售成本 (43,005,642）  (35,918,384）  （125,228,937）  （117,540,978）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3,035,393   3,027,288   9,171,992    10,310,379   

        

其他收入 99,982   83,693   308,819    239,165   

分銷開支 (2,826,186）  (3,810,058）  （8,468,025）  （10,561,839） 

技術轉讓費 (1,071,537）  (863,046）  （3,174,145）  （2,724,941） 

行政開支 (3,014,716）  (2,780,738）  （9,380,065）  （8,945,671） 

其他開支 (242)   (142)   （8,861）  （60,794） 

經營業務的業績經營業務的業績經營業務的業績經營業務的業績 (3,777,306)   (4,343,003)   (11,550,285）  (11,743,701） 

        

融資收入 1,535,907   1,321,616   4,447,403    5,376,717   

融資開支 （220,447）  170,861  （578,876）  （408,833） 

融資收入淨額融資收入淨額融資收入淨額融資收入淨額 1,315,460   1,492,477   3,868,527    4,967,884   

        

分佔聯營公司        

稅後利潤/(虧損) 17,840  （8,829）  56,882    35,818   

        

除所得稅前除所得稅前除所得稅前除所得稅前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2,444,006）  （2,859,355）  （7,624,876）  （6,739,999） 

所得稅 （53,253）  （261,814）  （75,120）  （704,747） 

本期本期本期本期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2,497,259）  （3,121,169）    (7,699,996)   (7,444,746)   

    

應佔應佔應佔應佔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497,259）  （3,121,169）  (7,699,996)   (7,444,746)   

 

註: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及九個月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於二零一四年十月二

十九日由本公司董事會核准刊發。第三季度業績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所有適用之「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並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上一份年報所採納的會計

政策相同。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表表表表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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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非非非非流動資產流動資產流動資產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451,554  25,314,801 

無形資產   254,240  370,887 

預付租賃款項   5,471,212  6,047,579 

聯營公司權益   678,817  622,018 

遞延稅項資產   886,387  838,615 

   30,742,210  33,193,900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26,256,441  32,046,486 

貿易應收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35,632,798  27,695,187 

可收回所得稅   -  11,241 

投資   3,000,000  3,000,000 

衍生性金融產品   106,994  106,994 

抵押銀行存款   8,857,068  - 

三個月以上期限的定期存款   81,637,804  91,637,34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665,859  22,741,624 

   178,156,964  177,238,879  

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   208,899,174  210,432,779 

 

流動流動流動流動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32,231,099  26,432,795 

銀行貸款   23,193,130  21,313,260 

應付所得稅   -  104,842 

撥備   498,415  1,513,577 

   55,922,644  49,364,474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22,234,320  127,874,405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152,976,530  161,068,305 

 

股本及股本及股本及股本及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股本   1,162,872  1,162,872 

儲備   151,813,658  159,905,433 

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   152,976,530  161,068,305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簡明簡明簡明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綜合現金流量表綜合現金流量表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止止止止九個月九個月九個月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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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15,067,791)  (26,063,831) 

    

投資業務所得投資業務所得投資業務所得投資業務所得////((((所用所用所用所用))))現金淨額現金淨額現金淨額現金淨額 4,998,557  (24,526,145)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0,891,110  11,508,8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減少減少減少))))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821,876  (39,081,16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741,624  54,885,605 

    

匯率變動影響 (897,641)  (908,067) 

    

期期期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665,859  14,896,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