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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稿  

即時發佈 

2021 年 5 月 27 日，香港 

 

新加坡上市之 GP 工業 
公佈 2020 / 2021 年全年業績 

 

金山工業 (集團) 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40] 旗下在新加坡上市之 85.59% 附屬公司 

 GP 工業有限公司宣佈其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全年之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 

 
GP 工業之業績摘要 

  (截至 3 月 31 日止全年) 
變  幅 

2021 年 2020 年 

營業額 11.82 億坡元 10.62 億坡元 + 11.3%  

GP 工業資本股東應佔溢利 3,172 萬坡元 1,947 萬坡元 + 63.0% 

 

業 績 回 顧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新冠肺炎大流行不單是人類災難，亦令全

球經濟及主要市場陷入嚴峻困境。 為防疫症蔓延而實施的封城措施嚴重中斷

生產、原材料供應及全球物流運作，對 GP 工業營運造成巨大挑戰。 可幸在疫

症期間，消費者對電池的需求維持穩定，GP 工業在中國及東南亞多地域的生

產設施，令其與大部份競爭對手比較更有能力克服部份營運挑戰。 年內，電池

業務營業額較去年增長 18.8%。 另外，在強勁的消費者需求帶動下，再加上市

場對無線網絡支援高級家居影音產品反應熱烈，GP 工業 KEF 品牌揚聲器業務

之營業額亦錄得 26.2% 增長。 雖然 GP 工業專業音響製造業務、Celestion 專業

揚聲器單元業務和汽車配線業務之營業額均告下跌，GP 工業整體營業額仍錄

得 11.82 億坡元，較去年增加 11.3%。 

 
由於營業額上升，加上 KEF 產品銷售增加令銷售組合得以改善，毛利增加

13.2%至 3.163 億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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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支出增加 16.0% 或 2,020 萬坡元，主要由於營業額及建立品牌活動增加，

及下半財政年度之運輸費用飆升所致。 

 
GP 工業之其他營運收入下跌 4,970 萬坡元至 1,960 萬坡元，因其去年出售土地

及物業錄得 4,860 萬坡元收益及錄得匯兌收益 330 萬坡元。 年內，由於人民幣

升值，錄得匯兌虧損 810 萬坡元，去年 GP 工業則錄得 1,760 萬坡元重組成本

及一附屬公司因清盤而錄得 560 萬坡元虧損，令其他營運開支減少 1,400 萬坡

元至 2,290 萬坡元。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增加 1,910 萬坡元至 4,250 萬坡元，主要由於美隆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美隆 」) 出售位於中國蘇州之土地及物業錄得所佔收益 1,370 萬
坡元。 
 
由於利率下跌，財務支出減少 25.4% 或 660 萬坡元至 1,940 萬坡元。  

 
除稅前溢利由去年之 5,120 萬元增加 510 萬坡元至 5,630 萬坡元，GP 工業資本

股東除稅後應佔溢利由去年之 1,950 萬坡元增加 1,220 萬坡元或 63.0 %至  
3,170 萬坡元。 

 
GP 工業董事不建議派發末期息，但預期下年度可恢復派息。 

 

GP 工業之業務回顧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全年) 

 

電池業務 

電池業務之營業額為 9.456 億坡元，較去年增加 18.8%。 一次性電池及充電池

之銷售分別增加 21.2% 及 5.4%。 按地域計算，電池業務在所有主要市場均錄

得銷售增長，南北美洲、亞洲及歐洲之銷售分別上升  36.8% 、22.1% 及 5.1%。  

 
雖然年內銷售支出增加及錄得匯兌虧損，但電池業務營業額上升帶動毛利增長，

令電池業務盈利貢獻增加。 因應原材料價格上升及人民幣升值，毛利率於下半

財政年度開始收窄。 

 
電池業務之聯營公司整體盈利貢獻較去年增加 480 萬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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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產品及揚聲器業務 

電子產品及揚聲器業務之營業額為 2.029 億坡元，較去年同期下跌 11.9%。 KEF
產品銷售增加 26.2%，當中傳統高級揚聲器及新媒體產品銷售同告增加。 KEF
於年內推出之新產品廣受南北美洲及歐洲市場歡迎，營業額分別增加 31.0% 及
37.2%，亞洲市場的銷售則維持穩定。 另一方面，專業音響製造業務及 Celestion
專業揚聲器單元之營業額分別下跌 40.3% 及 26.6%，主要由於新冠肺炎期間大

部份主要市場之公開表演暫停，令產品需求大幅下跌。 

 
從事零部件生產之聯營公司整體盈利貢獻減少 170 萬坡元。 

 

汽車配線業務 

汽車配線業務之營業額為 3,360 萬坡元，較去年減少 6.1%。 年內，南北美洲之

銷售下跌 21.3%，中國之銷售上升 6.3%。由於汽車業在疫情爆發早期數月開始

逐漸復甦，令此業務本年度下半年的營業額較上半年顯著回升。 

 

其他工業投資 

此業務包括 GP 工業於美隆及領先工業有限公司 (「領先工業」) 之投資。 美隆

完成出售位於中國蘇州的土地及物業，GP 工業所佔該出售收益約為 1,370 萬

坡元，因而令所佔美隆盈利上升。 領先工業的盈利貢獻亦增加。 

 

GP 工業之業務展望 

GP 工業主席兼總裁羅仲榮就集團業務前景表示：「現時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令

環球經濟復甦前景持續不明朗。 加上半導體及其他電子零件全球短缺 ，GP 工

業沿用的部份原材料及零件價格上升，全球航運中斷及人民幣逐漸轉強均可能

提高 GP 工業的營運成本或令其產能中斷。 美國對中國製產品施行的入口關稅

可能繼續影響美國客戶對部份 GP 工業產品的需求。」 

 

「消費類電池及 KEF 高級揚聲器及無線音響系統的市場需求預期維持強勁。 
儘管市場前景未明，GP 工業的專業音響製造業務、Celestion 專業揚聲器單元

業務及汽車配線均正在明顯復甦；然而，持續的封城及社交距離管制措施可能

會打撃復甦進展。」 

 

 



 
 

新加坡上市之 GP 工業公佈 2020 / 2021 年全年業績 

Ref: GPIH 2021-P02HK 
Page 4 of 5 

 

「自 2021 年初，GP 工業已開始將鎳氫充電池及碳鋅九伏特電池的生產設施由

中國惠州遷移至東莞謝崗鎮的新生產園區。 GP 工業亦已恢復將部份於國內生

產的電子產品轉往位於泰國由 GP 工業擁有 51% 股權的電子及揚聲器工廠生

產，該項轉移計劃早前受新冠肺炎影響而被延遲了一年多。」 

 

「GP 工業憑藉鞏固品牌，加強線上線下銷售能力、投資科技和產品研發及重

新平衡中國及東南亞地區產能的策略，令其在疫症期間的業績得以維持。 GP
工業將貫徹此策略，進一步提升品牌及產品在主要市場的競爭力。」羅氏亦為

金山工業之主席兼總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