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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架構

金山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

GP工業有限公司

（新加坡上市）

85.5%*

（「金山電池」）

金山電池
國際有限公司

一次性特種電池
一次性柱型電池
充電池及其他

電子產品及揚聲器 其他工業投資

集團簡介

金山工業集團為一家亞洲跨國集團，透過其主要投資工具－GP工業有限公司（「GP工業」）
擁有多個優質工業投資項目。集團之主要產品類別如「GP超霸」電池、「KEF」高級揚聲器和
「CELESTION」專業揚聲器驅動器，已成為業內之著名品牌。

集團母公司金山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於1964年成立，並自1984年在香港上市。金山工業現時
擁有GP工業約85.5%*股權，GP工業在新加坡上市。

GP工業主要從事發展、產製及經銷電子產品、揚聲器及汽車配線；金山電池則主要從事發
展、產製及銷售電池及電池相關產品。

*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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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謹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摘要

• 營業額為3,470,000,000港元，增加7.8%。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22,400,000港元，增加68.6%。

• 每股盈利為2.85港仙（二零一七╱一八年：1.69港仙）。

• 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7港仙（二零一七╱一八年：1.2港仙）。

業績概要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為3,470,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
3,220,000,000港元增加7.8%。未經審核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為22,400,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68.6%。每股盈利為2.85港仙，去年同期為1.69港仙。

業務回顧

GP工業（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由金山工業持有其85.5%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年首半年」），GP工業營業額為595,000,000坡元，
較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首半年」）增加4.5%，主要由於電池業務營業額錄得
6.4%增幅。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財務季度（「第二季」），人民幣兌美元轉弱，加上部份原材料
價格回落，令GP工業季度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個財務季度（「首季」）之
21.8%上升至第二季之25.7%。本年首半年之毛利率為23.8%，去年同期為24.3%，本年首
半年毛利率下跌主要由於人民幣強勢及部份原材料價格上升令首季毛利率下跌。美元兌人民
幣於首季尾段轉強，令本年首半年錄得淨匯兌收益6,700,000坡元，去年同期為淨匯兌虧損
4,500,000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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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首半年，GP工業之所得稅支出減少，主要由於部份在中國營運之附屬及聯營公司回撥
稅務支出。

GP工業資本股東除稅後應佔溢利由去年首半年之12,500,000坡元增加12.0%至本年首半年之
14,000,000坡元。

電池業務

• 電池業務營業額為461,100,000坡元，上升6.4%。

• 一次性電池之銷售增加11.4%，充電池之銷售則下跌13.8%。

• 南北美洲、歐洲及亞洲之銷售分別上升2.1%、5.3%及8.5%。

• 人民幣兌美元轉弱，加上部份原材料價格回落，令第二季毛利率上升。

電子產品及揚聲器業務

• 電子產品及揚聲器業務之營業額減少1.6%。

• 電子產品之銷售減少7.3%，揚聲器產品之銷售則錄得5.3%增幅。

• 揚聲器產品於美國、亞洲及歐洲市場的銷售分別增加11.2%、1.8%及4.8%。

• 從事零部件生產之聯營公司整體盈利貢獻增加。

汽車配線業務

• 汽車配線業務之銷售減少2.5%。

• 美國的銷售增加14.8%，中國的銷售則下跌22.8%。

其他工業投資

• 領先工業有限公司之營業額增加，但盈利貢獻減少，部份是由於其盈利為一間於二零一八
年二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附屬公司之非控股權益所攤分，其次是匯兌虧損及財務成
本增加。

• 美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業額下跌，其盈利貢獻因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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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期內之銀行貸款淨額減少17,000,000港元至1,973,0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九月
三十日，本集團之擁有人應佔權益及非控股權益合共2,131,000,000港元，本集團之借貸比率
（按綜合銀行貸款淨額除以擁有人應佔權益及非控股權益計算）為0.93（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0.85）。本公司之借貸比率為0.59（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0.58），而GP工業之借貸比
率為0.56（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0.53）。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54%（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67%）之銀行貸款屬循環
性或一年內償還借貸，其餘46%（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33%）則大部份為一年至五年內償
還貸款。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大部份為美元、新加坡元及港元貸款。

本集團之外幣匯率風險主要來自其淨現金流動及換算其海外附屬公司之淨貨幣資產或負債。本
集團貫徹其審慎管理外匯風險的策略，透過安排遠期合約、本地貨幣借貸及於當地採購等措
施，將匯率波動所帶來的風險減至最低。

員工人數及薪酬制度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主要業務部門在全球聘用員工約8,200人（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8,500人）。本集團定期檢討其薪酬及福利制度，以確保於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地區能
與當地勞動市場保持一致水平。

展望

美國與中國之貿易爭端令市況明顯不穩。根據美國公佈的入口關稅計劃，僅少於10%之本集團
業務會受美國加徵關稅影響，主要為電池產品及汽車配線。本集團正與美國客戶磋商，以適切
應對增加之進口成本。本集團亦正迅速提高其於馬來西亞及越南生產設施之產能，以吸納更多
出口美國之訂單，從而把美國向中國生產貨品徵收入口關稅對本集團所帶來之影響減到最低。

貨幣匯率波動亦可能影響本集團的業績。人民幣轉弱一般會對本集團之中國出口業務有利。部
份原材料價格波動及個別電子零件全球短缺預期會繼續對本集團之毛利率構成不穩定因素。

根據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公佈，惠州金山電子擬議出售其物業正如期進行。而根據二零
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之公佈，金山電化和時代電池已終止出售其位於中國惠州物業之原有安
排，本集團正計劃重新出售該等物業。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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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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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3,469,997 3,220,100

銷售成本 (2,643,274) (2,436,207)  

毛利 826,723 783,893

其他收入 4 113,661 60,879

銷售及分銷支出 (403,827) (327,911)

行政支出 (395,628) (383,638)

其他支出 5 (6,800) (33,260)

財務成本 (87,272) (55,995)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70,304 74,073  

除稅前溢利 6 117,161 118,041

稅項 7 (35,759) (42,898)  

本期間溢利 81,402 75,143  

本期間溢利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2,388 13,278

非控股權益 59,014 61,865  

81,402 75,143  

中期股息 13,340 9,416  

每股盈利－基本 8 2.85港仙 1.6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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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81,402 75,143  

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隨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7,322) –

所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8 –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所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73,375) 14,477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60,077) 62,623

現金流對沖的公平值之淨變動 (453) –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盈餘 – 4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241,219) 77,148  

本期間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159,817) 152,291  

本期間全面（支出）收益總額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49,381) 49,187

非控股權益 (10,436) 103,104  

(159,817) 15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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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446,579 1,755,126
所佔聯營公司權益 1,471,090 1,489,840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金融資產╱可供出售投資 80,192 87,514
無形資產 1,363 1,401
商譽 102,066 102,066
遞延稅項資產 22,908 21,889
非流動按金 11,180 14,302  

3,135,378 3,472,138  

流動資產
存貨 1,081,516 1,091,107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10 1,472,104 1,214,094
應收股息 – 28,538
可收回稅項 26,871 34,564
衍生金融工具 – 1,456
可供出售投資 – 24,942
定期存款 – 122,553
銀行結存、存款及現金 1,272,887 1,059,224  

3,853,378 3,576,478
分類為待出售資產 221,399 55,783  

4,074,777 3,632,261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費用 11 1,774,974 1,530,508
應付稅項 39,411 27,334
財務租賃責任－一年內償還 1,171 498
銀行透支、銀行貸款及商業信貸 1,738,102 2,013,789
票據 – 118,985  

3,553,658 3,691,114  

淨流動資產（負債） 521,119  (58,853)  

總資產減去流動資產（負債） 3,656,497 3,41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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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財務租賃責任－一年後償還 2,820 619

銀行及其他貸款 1,503,505 1,037,540

遞延稅項負債 19,172 22,369

衍生金融工具 445 –  

1,525,942 1,060,528  

資產淨值 2,130,555 2,352,75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921,014 921,014

儲備 439,211 598,8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360,225 1,519,824

非控股權益 770,330 832,933  

權益總額 2,130,555 2,35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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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使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64,529) 42,824

投資業務產生（使用）之現金淨額 312,989 (356,671)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1,570 173,544  

現金及等值現金之增加（減少） 250,030 (140,303)

期初之現金及等值現金 1,059,224 1,058,541

外幣兌換率變動之影響 (37,872) 2,430  

期末之現金及等值現金 1,271,382 920,668  

期末之現金及等值現金：
銀行結存、存款及現金 1,272,887 1,050,253

托管戶口存款 – (123,991)

銀行透支 (1,505) (5,594)  

1,271,382 92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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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股本 法定盈餘
物業重估

儲備 換算儲備
可供出售
投資儲備 股本儲備 股息儲備 對沖儲備 保留溢利

歸屬
於本公司
擁有人

非控股
權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先前報告 921,014 13,601 37,804 (166,679) 22,929 272,958 9,416 – 408,781 1,519,824 832,933 2,352,757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調整（附註2） – – – – (22,929) – – – 22,929 – – –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重新編列 921,014 13,601 37,804 (166,679) – 272,958 9,416 – 431,710 1,519,824 832,933 2,352,757

購入一間附屬公司額外權益 – – – – – (802) – – – (802) 261 (541)

已派發股息
－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 – – – – – – (9,416) – – (9,416) – (9,416)

已宣派股息
－二零一九年中期股息 – – – – – – 13,340 – (13,340) – – –

付予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 (52,428) (52,42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65,129) (6,259) – – (387) 22,394 (149,381) (10,436) (159,817)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921,014 13,601 37,804 (331,808) (6,259) 272,156 13,340 (387) 440,764 1,360,225 770,330 2,130,555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921,014 14,830 37,804 (323,939) 2,816 212,571 9,416 – 393,820 1,268,332 1,185,484 2,453,816

已派發股息
－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 – – – – – – (9,416) – – (9,416) – (9,416)

已宣派股息
－二零一八年中期股息 – – – – – – 9,416 – (9,416) – – –

付予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 (37,660) (37,66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35,883 26 – – – 13,278 49,187 103,104 152,291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921,014 14,830 37,804 (288,056) 2,842 212,571 9,416 – 397,682 1,308,103 1,250,928 2,559,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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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股本 法定盈餘
物業重估

儲備 換算儲備
可供出售
投資儲備 股本儲備 股息儲備 對沖儲備 保留溢利

歸屬
於本公司
擁有人

非控股
權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先前報告 921,014 13,601 37,804 (166,679) 22,929 272,958 9,416 – 408,781 1,519,824 832,933 2,352,757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調整（附註2） – – – – (22,929) – – – 22,929 – – –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重新編列 921,014 13,601 37,804 (166,679) – 272,958 9,416 – 431,710 1,519,824 832,933 2,352,757

購入一間附屬公司額外權益 – – – – – (802) – – – (802) 261 (541)

已派發股息
－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 – – – – – – (9,416) – – (9,416) – (9,416)

已宣派股息
－二零一九年中期股息 – – – – – – 13,340 – (13,340) – – –

付予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 (52,428) (52,42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65,129) (6,259) – – (387) 22,394 (149,381) (10,436) (159,817)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921,014 13,601 37,804 (331,808) (6,259) 272,156 13,340 (387) 440,764 1,360,225 770,330 2,130,555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921,014 14,830 37,804 (323,939) 2,816 212,571 9,416 – 393,820 1,268,332 1,185,484 2,453,816

已派發股息
－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 – – – – – – (9,416) – – (9,416) – (9,416)

已宣派股息
－二零一八年中期股息 – – – – – – 9,416 – (9,416) – – –

付予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 (37,660) (37,66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35,883 26 – – – 13,278 49,187 103,104 152,291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921,014 14,830 37,804 (288,056) 2,842 212,571 9,416 – 397,682 1,308,103 1,250,928 2,559,031            



12 金山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採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16之披露要求而編制。

載於二零一八╱二零一九年度半年中期報告中，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資
料並不構成本公司就該年度法定所需之週年綜合財務報表，惟僅取自該年度之若干財務報表。根據
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條）（「公司條例」）第436條，有關發佈法定財務報表所需的額外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第3部附表6之規定，向香港公司註冊處遞交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發表報告。核數師報告並無保
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於不出具保留意見的情況下，提請注意任何引述之強調事項；亦不載有根
據公司條例第406(2)或407(2)或(3)條作出的陳述。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以公平值或重估值計算外（如適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按歷史成本
規則編訂。

除採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會計政策之改變外，本集團於編訂截至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訂截至二
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告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若干有關編訂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
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及相關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本 釐清及計量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之修訂本 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一併應用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作為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周期之年度改進之一部份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訂本 投資物業之轉移

本集團已根據導致下文所述會計政策、呈報金額及╱或披露變動之相關準則及修訂本之相關過渡條
文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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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之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香港
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及相關詮釋。

本集團確認收入主要來自銷售電池、電子及揚聲器產品和汽車配線業務。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而首次應用該準則之累計影響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首次應用當日確
認。於首次應用日期之任何差異於期初保留溢利（或其他權益組成部份（如適當））確認而並無重
列比較資料。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過渡條文，本集團僅選擇對於二零一八年
四月一日尚未完成之合約追溯應用該準則。因此，若干比較資料未必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8
號「收入」、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及相關詮釋編製之比較資料具可比性。

2.1.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導致會計政策之主要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引入收入確認五步法：

• 第1步：確定與一個客戶的合約

• 第2步：確定合約內的履約義務

• 第3步：釐定交易價格

• 第4步：將交易價格分攤至合約內的履約義務

• 第5步：當本集團履行履約義務時確認收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本集團於履約義務獲履行時確認收入，即當特定履約義務
相關貨品或服務的「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

履約義務指個別貨品及服務（或一組貨品或服務）或一系列大致相同的個別貨品或服務。

倘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標準，則控制權隨時間轉移，而收入則參照完全履行相關履約義務的
進展情況而隨時間確認：

• 於本集團履約時，客戶同時取得並耗用本集團履約所提供的利益；

• 本集團的履約產生或提升一項資產，而該項資產於本集團履約時由客戶控制；或

• 本集團的履約並未產生讓本集團有替代用途的資產，且本集團對迄今已完成履約的付
款具有可強制執行的權利。

否則，收入於客戶取得個別貨品或服務控制權的時間點確認。

合約資產指本集團對交換已轉移至客戶的貨品或服務而尚未成為無條件的代價的權利，其
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進行減值評估。相對而言，應收款項指本集團對代價的無
條件權利，即支付該代價僅須經過時間流逝方會到期。

合約負債指本集團因已向客戶收取代價（或已到期收取代價），而須向客戶轉讓貨品或服務
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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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之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續）

2.1.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導致會計政策之主要變動（續）

銷售貨品之收入

本集團按時間點確認收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控制權轉移方法，產品的銷售
收入通常於取得客戶接納時確認，即當客戶有能力主導產品使用並取得產品絕大部份餘下
利益的時間點。

2.1.2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導致之影響概要

本集團就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進行評估，並認為採納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於簡
明綜合財務報告所呈報之金額及╱或其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2.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相關修訂本之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相關之相
應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1)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和計量、(2)金融資產之預
期信貸損失（「預期信貸損失」）及(3)一般對沖會計引入新規定。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載之過渡條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即對於二
零一八年四月一日（首次應用日期）尚未終止確認之工具追溯應用分類及計量規定（包括減值），
並無對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已終止確認之工具應用相關規定。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賬面值與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之賬面值之間的差額於期初保留溢利及其他權益組成部份確
認，而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此外，本集團已按前瞻性基準應用對沖會計。

因此，若干比較資料未必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編製之比較資料
具可比性。

2.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會計政策之主要變動

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

因客戶合約產生的貿易應收款項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作初始計量。

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範圍的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包
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按成本減去減值計量的非上市股本投資。

滿足以下條件其後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債務工具：

• 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而持有金融資產的經營模式下持有的金融資產；及

• 金融資產的合約條款於指定日期產生的現金流量純粹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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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2.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相關修訂本之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續）

2.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會計政策之主要變動（續）

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續）

所有其他金融資產其後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以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但在初始應用╱初
始確認金融資產之日，倘該股本投資並非持作買賣，亦非由於收購方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3號「業務合併」所適用的業務合併中確認的或然代價，本集團可不可撤銷地選擇於其他
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呈列股本投資的其後公平值變動。

指定為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本工具

於初始應用╱初始確認日期，本集團可按逐個工具基準不可撤回地選擇將股本工具的投資
指定為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本工具的投資初始以公平值加交易成本計量。其後，股本
工具的投資以公平值計量，其公平值變動產生的收益及虧損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及於投資
重估儲備累計；無須作減值評估。累計收益或虧損將不會重新分類至出售股本投資之損
益，並將轉撥至保留溢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當本集團確認收取股息的權利時，該等股本工具的投資的
股息於損益中確認，除非股息明確為收回部份投資成本。股息計入損益中「其他收入」項目
中。

管理層根據當日存在的事實及情況，審閱及評估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的金融資
產。本集團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之變動及其影響詳見附註2.2.2。

預期信貸損失模式下之減值

本集團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金融資產，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預期信貸損
失模式進行減值評估。評估於各報告日期更新，以反映自初始確認後信貸風險的變動。

全期預期信貸損失指相關工具之預期使用年期內所有可能違約事件產生之預期信貸損失。
相反，12個月預期信貸損失（「12個月預期信貸損失」）指預期於報告日期後12個月內可能
發生的違約事件導致之全期預期信貸損失部份。評估乃根據本集團之歷史信貸損失經驗進
行，並根據應收賬款之特定因素、整體經濟狀況以及對報告日期當前狀況之評估以及對未
來狀況之預測作出調整。

本集團計量之虧損準備等於12個月預期信貸損失，除非自初始確認後信貸風險顯著增加，
本集團確認全期預期信貸損失。是否應確認全期預期信貸損失之評估乃基於自初始確認以
來發生違約之可能性或風險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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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2.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相關修訂本之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續）

2.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會計政策之主要變動（續）

預期信貸損失模式下之減值（續）

信貸風險顯著增加

於評估自初始確認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時，本集團將於報告日期金融工具發生之違約風
險與初始確認日期金融工具發生之違約風險進行比較。在進行該評估時，本集團會考慮合
理且可支持的定量及定性資料，包括無需付出不必要成本或努力而可得之歷史經驗及前瞻
性資料。

尤其是，在評估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時，會考慮以下資料：

• 金融工具的外部（如有）或內部信貸評級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

• 信貸風險的外部市場指標顯著惡化，如信貸息差大幅增加、債務人的信貸違約掉期價
格；

• 預計會導致債務人償還其債務能力大幅下降的業務、財務或經濟狀況的現有或預測的
不利變化；

• 債務人的經營業績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

• 導致債務人償還其債務能力大幅下降的債務人監管、經濟或技術環境的實際或預期的
重大不利變化。

不論上述評估之結果如何，本集團假設，當合約付款逾期超過30天，則自初始確認以來信
貸風險已顯著增加，除非本集團另有合理且可支持之資料證明則作別論。

本集團認為，倘工具逾期超過120天則發生違約，除非本集團有合理且可支持之資料證明
更滯後的違約標準屬更合適。



二零一八╱一九年中期報告 17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2.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相關修訂本之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續）

2.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會計政策之主要變動（續）

預期信貸損失模式下之減值（續）

預期信貸損失之計量及確認

預期信貸損失之計量為違約概率、違約虧損（即違約時虧損程度）及違約時風險敞口之函
數。違約概率及違約虧損之評估乃基於歷史數據按前瞻性資料作調整。

預期信貸損失按根據合約應付本集團之所有合約現金流量與本集團預期收取之所有現金流
量之間的差額作估計（按初始確認時釐定之實際利率貼現）。

利息收入乃根據金融資產之賬面總額計算，除非金融資產發生信貸減值，在此情況下，利
息收入根據金融資產之攤銷成本計算。

本集團透過調整所有金融工具之賬面值確認其減值收益或損失於損益中。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規定，管理層使用無需付出不必要成本或努力而可取得之
合理且可支持的資料審閱及評估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之現有金融資產是否存在減
值。管理層認為評估結果及影響並不重大。

對沖會計

本集團選擇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新的一般對沖會計模式。這方面要求本集團確保
對沖會計之關係與其風險管理目標和策略保持一致，並採用更為著重定性和前瞻性的方法
來評估對沖之有效性。在這方面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本集團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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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2.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相關修訂本之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續）

2.2.2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之影響概要

下表說明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首次應用當日的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以公平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的
金融資產

投資
重估儲備 保留溢利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87,514 – (22,929) (408,781)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導致之影響：

重新分類 (87,514) 87,514 22,929 (22,929)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 87,514 – (431,710)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生效當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時，於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已重新指定為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本中期期間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對於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所呈報之金額及╱或其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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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分類資料

於期內以經營分部分析營業額及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 電池 其他投資 抵銷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780,589 2,689,408 – – 3,469,997
分部間銷售 6 – – (6) –     

分部銷售 780,595 2,689,408 – (6) 3,469,997     

業績
業務業績 61,487 181,445 (16) – 242,916
利息收入 5,732
其他支出 (6,800)
財務成本 (87,272)
不能分類之費用 (37,415) 

除稅前溢利 117,161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 電池 其他投資 抵銷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770,151 2,449,949 – – 3,220,100
分部間銷售 64 – – (64) –     

分部銷售 770,215 2,449,949 – (64) 3,220,100     

業績
業務業績 71,122 172,084 (1,257) – 241,949
利息收入 3,526
其他支出 (33,260)
財務成本 (55,995)
不能分類之費用 (38,179) 

除稅前溢利 11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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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包括：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3,286 31,292
補償收入 46,308 –
兌換收益 39,161 –  

5. 其他支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支出包括：

關廠及搬遷成本 6,800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之撥備 – 8,000
兌換虧損 – 25,260  

6. 除稅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減除以下項目：

無形資產攤銷 38 2,13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1,376 72,637  

7.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1,199 3,954
香港以外其他地區稅項 39,708 34,641
遞延稅項 (5,148) 4,303  

35,759 42,898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計
算。

香港以外地區稅項乃按有關司法管轄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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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8. 每股盈利

屬於本公司擁有人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屬於本公司擁有人於期內之純利 22,388 13,278  

’000 ’000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於期內已發行股份數目 784,693 784,693  

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和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發行潛在普通股
份，因此無需披露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耗資約98,38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52,250,000港元）於物
業、廠房及設備，以擴展其業務。

10.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由30至120天不等。以下為於申報日期結算之應收貨款及應收票
據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貨款及應收票據
0–60天 884,891 701,942
61–90天 85,810 87,871
超過90天 148,465 119,773  

1,119,166 909,586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364,118 318,810  

1,483,284 1,228,396
減：按金之非流動部份 (11,180) (14,302)  

1,472,104 1,21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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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應付賬項及費用

以下為於申報日期結算之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貨款
0–60天 904,494 831,827
61–90天 118,367 129,738
超過90天 71,109 98,590  

1,093,970 1,060,155
其他應付賬及費用 681,004 470,353  

1,774,974 1,530,508  

12.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部份金融資產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下表載列有關如何釐定該等金融資產的公平值（尤
其是所使用的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以及按照公平值計量的輸入數據的可觀察程度進行分類的公平
值層級（1至3級）的資料。

• 第1級公平值計量指以在活躍市場就相同資產或負債取得之報價（未經調整）所進行之計量。

• 第2級公平值計量指以第1級報價以外之資產或負債之可觀察輸入數據，無論是直接（即價格）或
間接（即按價格推算）所進行之計量。

• 第3級公平值計量指透過運用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之資產或負債輸入數據（不可觀察輸入數
據）之估值技術所進行之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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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續）

金融資產╱金融負債

公平值

公平值層級
公平值計量╱估值技術及
主要輸入數據之基礎

重要的
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

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與
公平值之關係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 分類為以公平值計
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上市股本證券

31,622 – 第2級 股本證券的公平值乃按台灣
興櫃市場（交易並不活躍）現
有價格報價所估計。

不適用 不適用

2. 分類為可供出售投
資的上市股本證券

– 38,944 第2級 股本證券的公平值乃按台灣
興櫃市場（交易並不活躍）現
有價格報價所估計。

不適用 不適用

3. 分類為衍生金融工
具的外幣遠期合約

– 107 第2級 貼現現金流量。

未來現金流量乃基於相關貨
幣遠期收市價格（從報告期末
的可觀察相關貨幣的遠期匯
率所得）及合約遠期匯率，以
能反映各交易方之信貸風險
之貼現率貼現而估計。

不適用 不適用

4. 分類為衍生金融工
具的交叉貨幣掉期

– 1,349 第2級 貼現現金流量。

未來現金流量乃基於相關貨
幣遠期匯率（從報告期末的可
觀察相關貨幣的遠期匯率所
得）及合約匯率，以能反映各
交易方之信貸風險之貼現率
貼現而估計。

不適用 不適用

5. 分類為衍生金融工
具的利率掉期交易

(445) – 第2級 貼現現金流量。

未來現金流量乃基於利率（從
報告期末的可觀察的利率所
得）及合約利率，以能反映各
交易方之信貸風險之貼現率
貼現而估計。

不適用 不適用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公平值層級之
間概無轉移。

其他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公平值乃根據基於貼現現金流量分析的一般公認定價模式釐定。本公司
董事認為該等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以與公平值相約之經攤銷成本賬面值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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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股本

股份數目
千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784,693 921,014  

本公司已發行及繳足股本於兩個期間均無變更。

14. 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a) 或然負債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予聯營公司銀行貸款擔保 16,480 16,534
其他 7,822 7,848  

(b) 資本承擔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簽約但未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關於物業、 
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 7,018 20,384  

15. 關連人士交易

期內，本集團與聯營公司進行以下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予聯營公司 90,608 74,560
購買自聯營公司 250,170 265,432
自聯營公司之管理費收入 762 766  

於申報日，本集團與聯營公司有以下往來賬列於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及應付賬項及
費用內︰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聯營公司貨款 109,555 67,432
其他應收聯營公司之款項 4,200 4,116
應付聯營公司貨款 118,305 123,480
其他應付聯營公司之款項 917 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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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7港仙（二零一七╱一八年：1.2港仙）。以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即本中期業績公佈前之最後可行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計算，合共派發股息約為
13,340,000港元（二零一七╱一八年：9,416,000港元）。股息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一日派發
予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之本公司登記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期間不會
登記股份之轉讓。

如欲獲派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一併送達本公司股票過戶登記處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
心22樓。

權益之披露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及總裁於本公司及其關連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15節）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5節第7及8分部須通知本
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
例所述登記冊，或根據上巿規則附錄10「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之規定須通知
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該等條例任何該等董事及總裁已擁有或被當作擁
有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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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之披露（續）

董事及總裁於本公司及其關連公司證券之權益

(a) 本公司股份之權益（好倉）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及總裁擁有本公司普通股份之權益如下：

持有普通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 

董事 個人權益 之百份比
%   

羅仲榮 172,485,888 21.98

梁伯全 4,575,114 0.58

顧玉興 2,629,684 0.34

李耀祥 300,000 0.04

黃文傑 150,012 0.02

呂明華 – –

陳志聰 – –

陳其鑣 – –

吳家暉 40,646,524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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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之披露（續）

(b) 於本公司之關連公司股份權益（好倉）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及總裁於GP工業有限公司（「GP工業」）佔79.6%權益之
附屬公司金山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山電能」）以及本公司佔85.5%權益之附屬公司GP

工業之股本直接擁有之股份權益如下：

持有普通股份數目及所佔公司已發行股份百份比 

金山電能 GP工業
董事 數目 % 數目 %     

羅仲榮 – – 300,000 0.06

梁伯全 – – 1,608,000 0.33

顧玉興 200,000 0.10 340,000 0.07

李耀祥 – – 1,465,000 0.30

黃文傑 – – 72,000 0.01

呂明華 – – – –

陳志聰 – – – –

陳其鑣 – – – –

吳家暉 – – 94,603 0.02

除以上所披露外，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及總裁沒有於本公司或其關連公司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5節）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5節
第7及8分部須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例所述登
記冊，或根據上巿規則附錄10「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之規定須通知本公司及
香港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該等條例任何該等董事及總裁已擁有或被當作擁有之權益
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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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非本公司之董事或總裁）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須通知本公司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地擁有可於本公司股東
大會上任何情況下進行投票權利之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

股東名稱 身份 持有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
之百份比    

涂美眉 受益人 81,888,764

（附註1）
10.44%

吳倩暉 受益人 40,646,524

（附註1）
5.18%

Ring Lotus Investment Limited 

(“Ring Lotus”)

受控制公司權益 60,288,143

（附註2）
7.68%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 (“HSBC Trustee”)

受託人 60,288,143

（附註2）
7.68%

附註：

1. 涂美眉女士及吳倩暉女士分別為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吳家暉女士之母親及妹妹。

2. 根據兩個企業主要股東Ring Lotus和HSBC Trustee分別作出的通知，HSBC Trustee以股份受託人
的身份被視作應當擁有60,288,143股股份之權益，這些股份為HSBC Trustee之全資擁有公司Ring 
Lotus以受控制公司權益身份所擁有。

除以上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總裁沒有知悉任何人士（本公司
之董事或總裁除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5部須通知本公司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
權益或淡倉，或任何人士直接或間接地擁有可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任何情況下進行投票權利之
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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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上市證券之買賣及贖回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沒有買賣或贖回本公司
之任何上市證券。

遵從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除以下所述之偏離行為外，本公司已遵從載於上
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
裁之職能應分離，而不應同時由一人兼任。羅仲榮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總裁。由於本集團之主
要業務已分別上市並由不同董事局管理，董事局認為此架構不會影響董事局及管理層兩者之間
的權力和職權的平衡。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0「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行為守則。經向本公司所有董事充份諮詢後，本公司確信於截至二
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所有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第3.21條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匯報及內部監
控等事項。審核委員會包括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並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
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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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

於本報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羅仲榮先生（主席兼總裁）、梁伯全先
生、顧玉興先生、李耀祥先生及黃文傑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呂明華先生、陳志聰先生及陳其
鑣先生，及非執行董事吳家暉女士。

承董事局命
黃文傑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www.goldpea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