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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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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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財務摘要： 

                                                    （以百萬美元表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金額    

‧總收入 45.9    61.1       (15.2) 

‧毛利    4.2       7.3       (3.1) 

‧淨虧損(稅後) (2.4)   (0.5)      (1.9) 

‧每股虧損(美元) (0.003)   (0.001)   (0.002) 

 

越南製造加工出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

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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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美元  美元 

 

收入 3  45,884,241  61,141,792 

銷售成本   (41,727,739)  (53,865,131) 

 

毛利   4,156,502  7,276,661 

 

其他收入   56,388  537,785 

分銷開支   (3,313,804)  (3,365,019) 

技術轉讓費   (1,056,239)  (1,472,117) 

行政開支   (3,873,066)  (4,294,765) 

其他營運開支   (25,735)  (56,809) 

 

經營業務所得業績   (4,055,954)  (1,374,264) 

 

融資收入   1,972,876  1,905,899 

融資開支   (384,442)  (1,061,169) 

 

融資收入淨額 4(a)  1,588,434  844,730 

 

分佔聯營公司稅後利潤   33,613 42,703 
   -------------------  ------------------- 
 
 

除所得稅前虧損 4  (2,433,907)  (486,831) 

 

所得稅 5  4,242  (46,391) 

 

本期稅後淨虧損   (2,429,665)  (533,222) 

 

本期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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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135  901,50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   (2,030,530)  368,284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6  (0.00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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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At 30 June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美元          美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920,274  18,077,947 

無形資產   20,844  37,037 

預付租賃款項   4,789,746  4,864,995 

聯營公司權益   532,352  498,764 

遞延稅項資產   936,285  936,285 

 
   23,199,501  24,415,028 
   ----------------------- ----------------------- 
 
流動資產 

存貨   20,754,627  24,810,273 

貿易應收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7  21,900,136  24,535,220 

三個月以上期限的定期存款   95,355,489  93,040,7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055,648  11,106,900 

即期可收回稅項   2,781  73,490 

 
   144,068,681  153,566,596 
   -----------------------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  13,256,581  16,371,490 

銀行貸款   20,480,798  26,166,074 

應付所得稅   -  13,905 

撥備   964,463  835,432 

 
   34,701,842  43,386,901 
   -----------------------  ----------------------- 
 

流動資產淨值   109,366,839  110,179,695 
   -----------------------  -----------------------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32,566,340  134,594,723 
   -----------------------  -----------------------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7,793           35,644 
   -----------------------  ----------------------- 
 

資產淨值   132,528,547  134,559,07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62,872  1,162,872 

儲備   131,365,675  133,396,207 

 

總權益   132,528,547  134,55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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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公佈附註 
 

1. 編制基準 

本公告所載財務資料不構成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中期財務報

表，但其資料自該等財務報表中所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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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與二零一六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惟預期於二

零一七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有關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2。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所編製中期財務報告，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此等

均會對會計政策的採用及呈報按年度累計的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數額有影響；實際業

績可能會跟該等估計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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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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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完整

財務報告之全部必需資料。 

 

中期財務報告為未經審核，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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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財務報告顯示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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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於二零一七年三月

二十四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2. 會計政策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若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該等修訂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

首次生效。該等變動於本期中期財務報告中概無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業績及財務狀況的

編製或呈列方式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標準或詮釋。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旗下由行業（產品和服務）及地區混合組織而成的業務，呈現分部資訊

與提供予本集團高階主管之內部報告一致，作為資源配置及評估分部表現，本集團識別三

個報告經營分部，並沒有將營運分部合併以組成下列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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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損益、資產及負債資訊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產銷備用   模具及 

 產銷機車 零件及引擎   維修服務 總額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對外客戶收入  36,155,192  9,691,132  37,917  45,884,241 

分部間收入  -  14,412,595  294,412  14,707,007 

須予呈報的收入總額  36,155,192  24,103,727  332,329  60,591,248 

須予呈報的分部虧損  

(經調整利息及稅前業績)  (2,719,550)  (629,092)  (24,345)  (3,372,987) 

須予呈報的分部資產  37,425,343  24,244,610  989,651  62,659,604 

須予呈報的分部負債  23,478,130  13,249,929  105,301  36,833,360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產銷備用   模具及 

 產銷機車 零件及引擎   維修服務 總額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對外客戶收入  50,835,092  9,832,005  474,695  61,141,792 

分部間收入  -  19,900,838  460,637  20,361,475 

須予呈報的收入總額  50,835,092  29,732,843  935,332  81,503,267 

須予呈報的分部(虧損)/盈利 

(經調整利息及稅前業績)  (1,358,890)  794,904  (45,454)  (609,440) 

須予呈報的分部資產  19,856,482  41,936,122  1,568,576  63,361,180 

須予呈報的分部負債  27,156,798  15,240,166  288,728  42,685,692 

 

用於須予呈報的分部虧損為經調整之扣除利息及稅項前業績（「經調整利息及

稅前業績」），其中利息包括淨融資收入淨額。 計算經調整利息及稅前業績

將本集團的虧損再調整不明確歸類於某特定分部項目，例如分佔聯營公司盈

虧、董事及核數師酬金、其他總公司或企業管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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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經營分部劃分須予呈報損益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須予呈報的分部虧損  (3,372,987)  (609,440) 

分部間利潤對銷  -  - 

集團以外客戶產生須予呈報之分部虧損  (3,372,987)  (609,440) 

融資收入淨額  1,588,434  844,730 

分佔聯營公司利潤  33,613  42,703 

未分配企業支出  (682,967)  (764,824) 

綜合稅前虧損  (2,433,907)  (486,831) 

 

4.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a) 融資收入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1,972,876)  (1,905,899) 

融資收入  (1,972,876)  (1,905,899) 
  -------------------  ------------------- 

 

已付及應付銀行利息  246,367  304,351 

外匯虧損淨額  138,075  756,818 

融資開支  384,442 1,061,169 
  -------------------  ------------------- 

 
 

  (1,588,434)  (844,730) 
 

(b) 員工成本 

工資及薪金  4,347,948  3,914,652 

員工福利  806,353  1,222,159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532,943  473,207 

  5,687,244  5,610,018 
 

(c) 其他項目 

預付租賃款項∕無形資產攤銷  155,382  106,13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15,242  1,770,080 

存貨撇減撥備  343,870  197,230 

研發開支  1,142,487  2,13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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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本期稅項 

當期撥備  -  46,129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4,242)  (110) 

   (4,242)  46,019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回撥  -  372 

  (4,242)   46,391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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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全資附

屬公司Vietnam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 Processing Co., Limi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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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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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一三年起適用企業所得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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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一三年起適用企業所得稅率為15%。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越南國民議會通過法令以修改及補充關於企業所得稅法中數項

條款，二零一五年最高收入稅率由25%降低至22%，自二零一六年再降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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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當年淨利潤高於新台

幣120,000元的適用稅率為17%，若淨利潤低於新台幣120,000元則可豁免所得稅。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2,429,665 美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533,222美元）及期間已發行普通股 907,680,000 股（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907,680,000股）。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金額相

同，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存在潛在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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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應收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貿易應收款項  12,518,675  11,848,607 

非貿易應收款項  7,061,465  10,269,379 

預付款項  1,887,463  1,921,943 

應收關連方金額 

貿易  417,170  432,704 

非貿易  15,363  62,587 

  21,900,136  24,535,220 
 

截至本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經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或收入確認日

較早者為準）如下: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三個月內  12,850,495  12,189,667 

三個月以上但一年內  85,350  91,644 

一年以上  -  - 

  12,935,845  12,281,311 
 

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貿易應付款項  5,548,438  7,166,99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經營開支  4,335,355  5,308,447 

客戶墊款  311,023  112,748 

應付關聯方金額     

貿易  1,501,186  1,748,157 

非貿易  1,560,579  2,035,145 

  13,256,581  16,371,490 
 

截至本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三個月內  7,049,624  8,915,150 

三個月以上但一年內  -  - 

一年以上  -  - 

  7,049,624  8,915,150 

9.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未曾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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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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萬輛。本集團以SY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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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環境 

根據越南統計總局報告，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 6.17%，高於去年同期的

5.52% 水準，通貨膨脹率受到控制，宏觀經濟保持穩定。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根據越南機車生產商協會之統計，越南五大外國直接投資廠商銷售總額達

到 152 萬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長 5.6%，外國投資廠商在越南持續擴張，在本年度為本集團帶來

競爭。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在越南的總銷售數量約 23.2 千輛 (其中速克

達約 2.9 千輛及國民車約 20.3 千輛)，比去年同期下降 12%。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

月推出一速克達新機種 Elite 50cc，其銷量尚未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展現；其次，由於越南政

府法令變更，禁止學生騎乘機車通學，使得主要消費族群銷售量下滑。本集團出口至東盟國家

的銷售數量約 37.3 千輛，比去年同期下降 37%，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管理層為強化風險管理控管，

在客戶信用控管政策上轉趨審慎，故影響出貨數量。在面臨以上挑戰的時候，本集團將持續開

拓市場並加快產品研發，努力抑制銷售數量下滑趨勢。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在越南共有 215 家由分銷商所有之SYM授權分銷點，幾乎覆蓋越南

全國各省。 

 

財務回顧 

本集團收入由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61.1 百萬美元，減少 25%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45.9 百萬美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淨虧損為 2.4 

百萬美元，而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淨虧損則為 0.5 百萬美元，虧損增加 1.9百萬美

元。 

 

收入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 45.9 百萬美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 61.1 百萬美元，減少 15.2 百萬美元或 25%，減少的主要原因為越南及東盟國

家銷量下跌所致。 

 

本集團在越南整體銷量及東盟國家銷量與同期相比分別下降 12%及 37%；財務表現不佳乃由於

擔負本集團主要利潤來源之東盟國家銷量顯著下降。 

 

本集團主要速克達型號有ATTILA-V、ELIZABETH、ELITE及SHARK，國民車型號有ELEGANT、

GALAXY、START X、AMIGO及ANG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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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53.9 百萬美元，減少 23% 至截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41.7 百萬美元，這是由於總銷售數量下降所致。以成本佔收

入總額的百分比而言，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88%，增加

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91%。成本率增加的原因，主要由於銷售規模的減少，

使得成本佔收入總額的百分比增加，而本集團致力於開發新採購來源降低採購成本抵銷了部分

升幅。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上述討論之主要利潤來源銷量下降原因，本集團毛利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 7.3百萬美元，減少 42% 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4.2 百萬美元；與去年

同期比較本集團的毛利率由 12%  減少至 9%。 

 

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4百萬美元，減少 3 %至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3 百萬美元，開支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整頓現有分銷網絡，以

及減少支付給分銷商的銷售獎金及補助費用。 

 

技術轉讓費 

技術轉讓費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5百萬美元，減少 27% 至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1百萬美元，費用減少主要由於SYM品牌機車銷量下跌所致。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4.3 百萬美元，減少 9% 至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9 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

支佔本集團總收入的百分比為 8%。開支減少主要由於相關研發費用減少，以及本集團致力提

升營運效益，加強成本控制所致。 

 

經營業務所得業績 

基於上述因素，本集團來自經營業務所得虧損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4 百

萬美元，增加 2.7 百萬美元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 4.1 百萬美元。 

 

融資收入淨額 

本集團融資收入淨額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0.8 百萬美元，增加 100% 至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6 百萬美元；淨額增加主要由於利息收入增加 0.07 百萬

美元，加上銀行利息支出減少 0.06 百萬美元，因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產生匯兌損失由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0.8 百萬美元降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0.1 

百萬美元。 

 

本期虧損及淨虧率 

由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淨虧損為 2.4 百萬美元，相較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 0.5 百萬美元，增加 1.9 百萬美元。本集團的淨虧率

由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0.9%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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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 109.4 百萬美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110.2 百萬美元），其中包括流動資產  144.1 百萬美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3.6 百萬美元）及流動負債 34.7 百萬美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4 百萬美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須於一年內償還的計息借貸為 20.5 百萬美元，當中包括 19.2 

百萬美元等額以美元列值及 1.3 百萬美元以越南盾列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2 百

萬美元，當中包括 23.9 百萬美元等額以美元列值及 2.3 百萬美元以越南盾列值）。於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須於一年後償還的計息借貸（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美

元）；負債比率則為 15%（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此負債比率以計息借貸總額

除以資本總額計算。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存款（包括定期存款），總額為 101.4 百萬美元，當中

包括 59.5 百萬美元等額以越南盾列值、41.8 百萬美元以美元列值、0.1 百萬美元等額以新台幣、

人民幣及港元列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4.1  百萬美元，當中主要包括 62.2 百萬美

元等額以越南盾列值、40.9 百萬美元以美元列值、1.0 百萬美元等額以人民幣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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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對因承受匯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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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採取

審慎現金及財務管理政策，現金一般放置以越南盾及美元列值為主之短期存款。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為其於越南及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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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宿舍、培訓及發展機會、醫療福利、保險保障及退休福利。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有 1,573 名僱員（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670 名）。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總薪資及相關成本約為 5.7 百萬美元（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5.6 百萬美元）。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變動 

除本公佈另有披露外，本集團的財務狀況與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並無重大轉變，截至

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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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越南經濟保持穩定、通貨膨脹溫和、經營環境和越盾兌美元匯率相對穩

定，在出口及投資增加的環境下，二零一七年下半年度，越南政府將持續主動且靈活調控貨幣

政策並採取各項刺激內需措施，以達全年度經濟成長 6.7%的目標。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計劃在越南市場分別推出數款全新或改款機車型號，其中包括兩

款電動車機種及數款國民車改款，藉此提高產品多元化及盈利能力，為消費者帶來環保、方便

移動與價格合理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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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產業前景仍然充滿挑戰，本集團將透過以下措施積極改善營運環境，包括增強產品的核心

競爭力、持續深入開展成本費用管理、整合銷售團隊並積極開拓市場。本集團亦會抓緊所有發

展機會，積極爭取提升長期盈利能力，為本公司股東帶來最佳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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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款項淨額使用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招股章程  使用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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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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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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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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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所述之守則條文（「守則」）所載之規定，

惟除下列以外： 

 

守則第 A.5 段規定發行人須設立提名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具體的職權範圍以履行下列責任：(i)

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ii) 挑選並提名董事，(iii) 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及

(iv) 向董事會提出建議董事委任、重新委任以及董事繼任計劃。本公司並未成立提名委員會，

所有關於董事會組成及委任董事之重大決策均經諮詢本公司參與董事會之各董事並按照守則

所指提名委員會之責任後作出；董事會認為現有之公司組織架構，已符合該守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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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公眾持股量 

本公司根據公開資料以及董事所知，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一直維持根據上市規則公眾持股

量不低於百分之二十五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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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除於本公告所披露外，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並無任何報告期後發生的重大事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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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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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零)，因此無

需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發佈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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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在上述網站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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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感謝每一位員工為本集

團付出的辛勞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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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八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劉武雄先生、呂天福先生、林俊宇先生及黃光武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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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