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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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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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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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22) 

 

公   告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 

未經審核業績 

 

財務摘要： 

                                                    （以百萬美元表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變動 

     金額 

‧總收入 77.0    73.0        4.0 

‧毛利╱(損) 3.9    (0.5)      4.4 

‧稅後淨虧損 (10.8)   (10.2)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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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本公告乃就本公司每季公佈本集團財務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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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 XIVA 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而發放。 

 
 

承董事會命 

     越南製造加工出口（控股）有限公司 

  劉武雄 

   主席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劉武雄先生、林智銘先生、林俊宇先生及江金鏞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

邱穎峰先生及吳麗珠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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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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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美元  美元 

 

收入   76,975,334  73,024,679 

銷售成本   (73,086,806)  (73,520,339) 

 

毛利╱(損)   3,888,528  (495,660) 

 

其他收入   308,119  219,323 

分銷開支   (4,390,244)  (4,646,957) 

技術轉讓費   (1,452,810)  (1,158,772) 

行政開支   (6,010,226)  (6,944,340) 

其他營運開支   (18,121)  (18,315) 

 

經營業務所得業績   (7,674,754)  (13,044,721) 

 

融資收入   2,373,945  3,112,184 

融資開支   (553,091)  (644,269) 

 

融資收入淨額   1,820,854  2,467,915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      

資產減值虧損   (4,966,514)  - 

分佔聯營公司利潤   44,911  4,288 
  ------------------------  -----------------------  
 

除所得稅前虧損   (10,775,503)  (10,572,518) 

 

所得稅(開支)╱抵免   (42,531)  345,428 

 

本期虧損   (10,818,034)  (10,227,090) 

 

本期應佔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818,005)  (10,227,090) 

非控股權益   (29)  - 

   (10,818,034)  (10,22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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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續)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美元  美元 

 

本期虧損   (10,818,034)  (10,227,090)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國外附屬公司賬目的匯兌差額   (299,027)  (1,366,757) 

 

本期全面收益   (11,117,061)  (11,593,847) 

 

本期應佔全面收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1,117,032)  (11,593,847) 

非控股權益   (29)  - 

   (11,117,061)  (11,593,847) 

 

 

註: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於二零一九年十一月十三日由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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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上一份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所採納的會計政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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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非流動資產 

投資性物業  1,238,090  -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3,755,454  3,324,760 

聯營公司權益  527,327  482,437 

其他非流動預付款項  5,874,730  628,727 

 
  11,395,601  4,435,924 
  ---------------------  --------------------- 
 

流動資產 

存貨  15,635,201  24,571,587 

貿易應收款項、其他應收款項 

  及預付款項  26,847,879  22,446,972 

三個月以上期限定期存款  29,539,633  35,154,34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1,550,618  28,578,446 

可收回當期稅項  -  23,938 

 
  103,573,331  110,775,290 
  ---------------------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7,779,662  13,392,333 

銀行貸款  23,936,382  18,925,591 

租賃負債  20,759  - 

應付當期稅項  317,416  22,763 

撥備  953,102  737,757 

 
  43,007,321  33,078,444 
  ---------------------  --------------------- 
 

流動資產淨值  60,566,010  77,696,846 
  ---------------------  ---------------------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1,961,611      82,132,770 
  ---------------------  ---------------------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941,712  - 

遞延稅項負債  12,907  13,037 

 
  954,619  13,037 
  ---------------------  --------------------- 
 

資產淨值  71,006,992  82,11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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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續)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62,872       1,162,872 

儲備      69,839,829  80,956,86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  71,002,701  82,119,733 
 
非控股權益  4,291  - 

 

總權益      71,006,992     82,11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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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At 30 June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美元        美元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504,619  (18,663,192) 

 

投資業務（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3,693,405)  19,355,333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4,459,956  3,568,49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3,271,170  4,260,64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578,446  13,356,314 

 

匯率變動影響   (298,998)  (1,366,761)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1,550,618   16,250,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