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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新新 聞聞聞聞 稿稿稿稿  

即時發佈 

2017 年 11 月 10 日，香港 

 

新加坡上市之新加坡上市之新加坡上市之新加坡上市之 GP 工業工業工業工業公佈公佈公佈公佈 2017 / 2018 年年年年中期中期中期中期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金山工業 (集團) 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40] 旗下在新加坡上市之 85.5% 附屬公司  

GP 工業有限公司宣佈其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

績。 

 

GP 工業之工業之工業之工業之業績業績業績業績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截至 9月 30日止 6個月) 
變  幅 

2017 年 2016 年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5.69 億坡元 5.04 億坡元 + 13.0%  

GP 工業資本股東應佔溢利工業資本股東應佔溢利工業資本股東應佔溢利工業資本股東應佔溢利    1,254 萬坡元 1,194 萬坡元 + 5.0% 

 

業績回顧業績回顧業績回顧業績回顧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止六個月，GP 工業營業額為 5.694 億坡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 13.0%，主要由於金山電池國際有限公司 (「金山電池」)  和電子及揚

聲器業務營業額分別錄得 16.6% 及 4.9% 增幅所致。 

 

雖然營業額上升 13.0%，GP 工業毛利只增加 11.3% 至 1.386 億坡元，主要由於

人民幣升值及金屬和零件價格上升所致。 GP 工業增加投資拓展品牌活動，令

銷售支出增加 11.4%。 期內，GP 工業錄得淨匯兌虧損 450 萬坡元，去年同期

為淨匯兌收益 530 萬坡元。 同時，GP 工業亦錄得其他營運收益 1,120 萬坡元，

高於去年同期之 690 萬坡元，此乃因金山電池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獲得較高

收益和取得一筆政府撥款所致。 

 

除稅前盈利由去年同期之 3,110 萬坡元上升 5.8% 至 3,290 萬坡元。 GP 工業資

本股東除稅後應佔溢利由去年同期之 1,194 萬坡元上升 5.0% 至 1,254 萬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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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 工業之業務回顧工業之業務回顧工業之業務回顧工業之業務回顧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止 6個月) 

 

電子電子電子電子產品產品產品產品及及及及揚聲器揚聲器揚聲器揚聲器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電子產品及揚聲器業務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4.9%。 由於要逐步淘汰部份

舊產品及歐洲銷售回軟，令電子產品之銷售下跌4.3%。 揚聲器之銷售則持續

增長，較去年同期上升 22.6%，揚聲器產品於美國、亞洲及歐洲市場的銷售分

別增加 22.1%、39.4% 及 4.1%。 然而，人民幣升值、部份零件價格急升及 GP

工業積極投資拓展品牌活動均影響毛利率及成本。  

 

汽車配線汽車配線汽車配線汽車配線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汽車配線業務之銷售較去年同期下跌 6.5%。 中國的銷售增加 46.5%，美國的

銷售則減少 27.0%，主要由於集團供應予一美國主要客戶之線束已接近其生產

周期尾聲。 人民幣持續升值亦影響此業務之毛利率。  

 

電池電池電池電池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金山電池營業額為 4.332 億坡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16.6%。 一次性電池及充電

池之銷售較去年均錄得17.1% 的增幅。 毛利率維持在 22.0%，與去年相同。 

 

按地域計算，所有地區之銷售均錄得增長。 南北美洲、亞洲及歐洲之銷售較

去年同期分別增加 41.0%、 8.1% 及 23.5%。 

 

期內，金山電池錄得淨匯兌虧損 440 萬坡元，去年同期為淨匯兌收益 390 萬坡

元。 

 

金山電池資本股東除稅後應佔溢利為 910 萬坡元，去年同期為 380 萬坡元。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工業工業工業工業投資投資投資投資 

此業務包括 GP工業於美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隆」) 及領先工業有限公司 

(「領先工業」) 之投資。 期內，美隆及領先工業之營業額上升，其除稅前盈

利貢獻均有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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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    工業之工業之工業之工業之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 

GP 工業主席羅仲榮就集團業務前景表示：「美國的消費者需求預期逐步轉強，

中國的需求預料維持穩定，歐洲的需求則預計會在現時較低水平逐步重拾增

長；惟人民幣升值及部份金屬及零件價格上漲，預期會對 GP 工業部份業務之

毛利率構成影響。」 

 

「金山電池在馬來西亞的新產能帶動下正為業績帶來增長。」 

 

羅氏續稱︰「GP 工業將繼續透過投資科技、開發新產品、工廠進一步自動化、

拓展品牌及鞏固在主要市場之分銷網絡以加強業務競爭力。」 羅氏亦為金山

電池及金山工業之主席兼總裁。 

 

於 2017 年 8 月 10 日，GP 工業宣布於須達成先決條件的情況下 (「先決條件」)，

GP 工業計劃提出有條件自願現金要約 (「要約」)，適用於所有金山電池已發

行普通股份 (「金山電池股份」)，不包括於要約日期由 GP 工業擁有或同意將

會收購之金山電池股份。 

 

於 2017 年 9 月 22 日，要約之先決條件已達成，GP 工業宣佈確定計劃提出要

約。 GP 工業於 10 月 6 日向金山電池之股東發送日期為同日其中包括要約條

件及條款之正式要約文件 (「要約文件」)。 要約屬有條件，須先取得 90% 接

納條件 (於要約文件內已作界定) 方能達成。 

 

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 90% 接納條件已達成，GP 工業於同日宣佈要約已在

所有方面成為無條件。 因此，GP 工業集團持有之金山電池股本權益，由 2017

年 9 月 30 日之約 64.88%增加至約 90.37%。 

 

於 2017 年 11 月 6 日，GP 工業進一步宣佈其有權並將在適當時候，根據新加

坡公司法第 50 章 215(1) 條，行使強制收購權強制收購所有尚未接受要約的金

山電池股東之所有金山電池股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