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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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配線業務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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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4日



2 金山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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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摘要

• 營業額為3,208,000,000港元，減少0.3%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49,300,000港元，減少71.8%

• 每股盈利為6.29港仙（2019/20年：22.26港仙）

• 董事局不建議派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2019╱20年：每股2.0港
仙）

業績概要

本集團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為 3,208,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
3,218,000,000港元減少0.3%。未經審核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為49,300,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減少71.8%。每股盈利為6.29港仙，去年同期為22.26港仙。

業務回顧

GP工業有限公司（「GP工業」）（於2020年9月30日由金山工業持有其85.5%權益）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年首半年」），GP工業營業額為576,200,000坡元，較截至
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增加2.5%。電池業務營業額上升12.3%，電子產品及揚
聲器業務和汽車配線業務之營業額則分別下跌29.6%及27.8%。

由於毛利率由去年同期之26.3%上升至本年首半年之26.6%，本年首半年之毛利增加3.5%至
153,000,000坡元。

GP工業之其他營運收入由去年同期之58,400,000坡元下跌52,700,000坡元至本年首半年之
5,700,000坡元。去年同期之58,400,000坡元收入乃包括出售物業所錄得之48,400,000坡元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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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首半年，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導致5,400,000坡元匯兌虧損，去年同期則錄得匯兌收益
4,300,000坡元。本年首半年之其他營運開支較去年同期減少22,600,000坡元，主要由於GP工
業於去年同期為搬遷惠州市金山電子有限公司作出17,500,000坡元之重組成本撥備，另外人民
幣兌美元貶值令衍生金融工具錄得已變現虧損4,100,000坡元。

由於利率下跌，財務支出由去年同期之13,300,000坡元減少至本年首半年之10,000,000坡元。
稅務支出較去年同期減少9,800,000坡元至本年首半年之8,300,000坡元，主要由於去年同期因
出售物業收益錄得稅務支出。

GP工業資本股東除稅後應佔溢利由去年同期之 38,700,000坡元下跌至本年首半年之
13,700,000坡元。

電池業務

• 電池業務之營業額為482,200,000坡元，上升12.3%。

• 一次性電池之銷售增加15.5%，充電池之銷售則減少4.1%。

• 南北美洲及亞洲之銷售分別增加44.9%及9.6%，歐洲之銷售則保持平穩，南北美洲銷售增
長主要由一次性電池銷售上升所帶動。

• 由於採取較佳的成本管理、改善顧客群組合及連同完稅後交貨條款的銷售增長，期內毛利
率因而得以改善。惟完稅後交貨條款的銷售增加，亦造成較高的關稅、運輸、包裝和其他
分銷成本，加上廣告及宣傳支出增加，令期內分銷開支上升。

• 電池業務之聯營公司整體盈利貢獻增加1,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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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00,000坡元，下跌29.6%。

• 代工專業揚聲器產品之銷售下跌51.0%，Celestion產品銷售下跌37.4%。

• 由於南北美洲線上銷售業務增長，KEF產品於該地區之銷售上升23.3%。歐洲的銷售增加
4.5%，亞洲之銷售則減少19.7%。

• GP工業已採取控制產能及成本措施以助穩定此業務之整體盈利能力。

• 從事零部件生產之聯營公司整體盈利貢獻輕微增加。

汽車配線業務

• 汽車配線業務之營業額為14,000,000坡元，減少27.8%。

• 南北美洲之銷售減少43.5%，主要由於疫情期間封鎖城市，令美國的汽車需求下跌。

• 中國之銷售只微跌2.4%，因2020年初實施之封城只短暫維持數月，汽車銷售復甦相對較
快。

• GP工業採取調控產能及成本措施，有助此業務盈利能力維持平穩。

其他工業投資

• 美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美隆」）營業額下跌。

• 領先工業有限公司營業額微跌，但盈利貢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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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期內之銀行貸款淨額增加132,000,000港元至2,327,000,000港元。於2020年9月30
日，本集團之擁有人應佔權益及非控股權益合共2,27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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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020年3月31日︰1.04）。本
公司之借貸比率為0.60（2020年3月31日︰0.55），而GP工業之借貸比率為0.66（2020年3月31
日︰0.66）。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有84%（2020年3月31日︰90%）之銀行貸款屬循環性或1年內償還
借貸，其餘16%（2020年3月31日︰10%）則大部份為1年至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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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1,021,000,000港元。本集團的流動
負債淨值主要是由於以下原因：

(i) 本集團的策略是將本集團的若干舊工廠合併為新的高度自動化大型工廠，並重新平衡本集
團在亞洲的產能，導致過去數年增加對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投資（「資本支出」）。由2017年
4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支出總額為1,499,000,000港元。該等投資主要
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提供資金，包括現金和短期銀行備用信貸額。

(ii) 本集團須於2020年9月30日起計1年內償還的銀行及其他貸款中包括GP工業的定期貸款
80,500,000坡元（相當於455,600,000港元）。

本集團計劃安排新的定期貸款為即將到期的定期貸款再融資，並償還一些短期借款，以改善本
集團和本公司的流動性。經考慮內部產生的資金和可用的銀行備用信貸額後，本集團有足夠資
源支付其到期的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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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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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之主要業務部門在全球聘用員工約7,740人（2020年3月31日：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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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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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新冠肺炎疫症仍在全球大流行，預期會繼續打擊本集團部份產品之市場需求。中美貿易爭議如
仍未能解決，本集團部份中國製產品會因美國徵收額外關稅而影響當地市場需求。

本集團電池產品較能抵禦經濟波動，而個別競爭對手面對封城和供應鏈問題或會引致市場整
合，為本集團電池業務帶來更多商機。如大型集會持續被禁，本集團代工專業揚聲器產品的
需求或會繼續受到影響。另一方面，KEF產品目前銷售強勁，而KEF最新推出之揚聲器亦在
業內榮獲多個重要獎項，因此收到不少訂單。由KEF研發的MAT (Metamaterial Absorption 

Technology)專利技術剛獲英國權威音樂雜誌What HiFi?頒發『2020年度創新獎』。期內，電池
及KEF產品的營業額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83.7%及7.4%。

原材料價格及貨幣匯率波動或會繼續影響本集團之業績，價格競爭稍後或會加劇，繼而影響營
業額及盈利能力。

本集團位於中國寧波從事電池生產之附屬公司，其高科技生產園區項目即將竣工。儘管本集團
重新平衡中國、馬來西亞、越南及泰國工廠產能的策略因出入境限制而延誤，馬來西亞新廠房
的進度良好。東南亞工廠搬遷計劃完成不但可為本集團之產品提供更多元的供應基地，亦可騰
出部份位於中國的土地及物業以作出售，從而強化本集團的資產負債表和現金流。本集團擁有
20.27%權益之聯營公司美隆已開始於印尼興建新廠房。於2020年10月23日，本集團公佈美隆
之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已接納中國蘇州市政府之要約，交還位於中國蘇州之工廠用地，以換取相
等於約140,400,000坡元之補償。

儘管全球正面對非常嚴峻的營商環境，本集團將繼續鞏固品牌及分銷網絡，並正進一步加強電
子商貿的設施和功能，以掌握由迅速增長電子商貿渠道帶動的商機。本集團亦會繼續投資科
技、開發新產品及提升自動化生產，以進一步加強業務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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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 5 3,208,380 3,217,933

銷售成本 (2,356,480) (2,372,119)  

毛利 851,900 845,814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6 31,580 353,328

銷售及分銷支出 (372,152) (362,389)

行政支出 (354,689) (363,522)

其他支出及其他虧損 7 (40,367) (136,438)

財務成本 (69,375) (91,772)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87,159 86,414  

除稅前溢利 8 134,056 331,435

稅項 9 (33,846) (90,746)  

本期間溢利 100,210 240,689  

本期間溢利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49,340 174,682

非控股權益 50,870 66,007  

100,210 240,689  

中期股息 – 15,694  

每股盈利－基本 10 6.29港仙 2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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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100,210 240,689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56,733 (113,204)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之匯兌盈餘重新分類至損益 – (126)

現金流對沖的公平值之淨變動 1,055 (599)

所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35,541 (39,540)  

93,329 (15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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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公具之 

公平值收益（虧損） 3,479 (1,861)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96,808 (155,330)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97,018 85,359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15,546 63,211

非控股權益 81,472 22,148  

197,018 8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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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0年
9月30日

2020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2,013,481 1,833,304
使用權資產 12 175,711 177,177
所佔聯營公司權益 1,595,978 1,501,587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本工具 61,863 58,413
無形資產 1,209 1,247
商譽 79,066 79,066
非流動應收賬項 80,798 83,392
非流動按金 15,077 26,086
遞延稅項資產 28,422 20,867  

4,051,605 3,781,139  

流動資產
存貨 1,048,482 914,157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13 1,501,027 1,205,873
應收股息 – 26,723
可收回稅項 24,387 25,001
衍生金融工具 897 –
銀行結存、存款及現金 978,789 1,250,672  

3,553,582 3,422,426
分類為待出售資產 19,742 43,385  

3,573,324 3,465,811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費用 14 1,655,400 1,303,249
合約負債 32,624 43,573
應付稅項 51,758 34,857
衍生金融工具 3,009 6,554
租賃負債 65,400 61,803
銀行貸款、商業信貸及其他借款 2,785,763 3,094,526  

4,593,954 4,544,562  

淨流動負債 (1,020,630) (1,078,751)  

總資產減去流動負債 3,030,975 2,70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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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2020年
9月30日

2020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97,485 94,568

銀行及其他貸款 519,706 351,203

遞延稅項負債 42,216 41,062

重組成本撥備 99,810 99,810  

759,217 586,643  

資產淨值 2,271,758 2,115,74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921,014 921,014

儲備 495,430 379,88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16,444 1,300,898

非控股權益 855,314 814,847  

權益總額 2,271,758 2,11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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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使用）之現金淨額 80,356 (1,672)  

投資業務使用之現金淨額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170,941) (209,665)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之訂金 (8,485) (13,424)

出售分類為待出售資產收到之訂金 – 140,160

已收聯營公司之股息 55,913 47,05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到之款項 922 3,537

出售分類為待出售資產收到之賠償 80,328 –

購入聯營公司之額外權益 (874) –

已收利息 4,695 7,474

出售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股本工具收到之款項 28 –  

(38,414) (24,861)  

融資所使用之現金淨額
新銀行貸款 167,132 258,755

償還銀行及其他貸款 (361,196) (298,333)

已付銀行及其他借款之利息 (63,129) (83,610)

租賃負債利息 (3,509) (2,649)

償還租賃負債 (30,401) (26,931)

已付附屬公司非控權股東之股息 (41,005) (29,254)

已付股息 – (19,617)  

(332,108) (201,639)  

現金及等值現金之減少 (290,166) (228,172)

期初之現金及等值現金 1,250,672 1,448,715

外幣兌換率變動之影響 18,283 (42,352)  

期末之現金及等值現金：銀行結存、存款及現金 978,789 1,17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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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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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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於2020年4月1日 921,014 13,601 37,804 (384,271) 1,905 285,826 – (3,545) 428,564 1,300,898 814,847 2,115,745            

本期間溢利 – – – – – – – – 49,340 49,340 50,870 100,21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 – 63,841 1,424 – – 903 38 66,206 30,602 96,808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63,841 1,424 – – 903 49,378 115,546 81,472 197,018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 – – – – – (2,407) – – 2,407 – – –

就出售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公具 
而轉入投資重估儲備 – – – – 6 – – – (6) – – –

付予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 (41,005) (41,005)            

– – – – 6 (2,407) – – 2,401 – (41,005) (41,005)            

於2020年9月30日 921,014 13,601 37,804 (320,430) 3,335 283,419 – (2,642) 480,343 1,416,444 855,314 2,271,758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於2019年4月1日 921,014 13,601 37,804 (302,264) 16,172 277,161 19,617 (1,767) 431,152 1,412,490 817,765 2,230,255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調整 – – – – – – – – (13,811) (13,811) (1,861) (15,672)            

於2019年4月1日，重新編列 921,014 13,601 37,804 (302,264) 16,172 277,161 19,617 (1,767) 417,341 1,398,679 815,904 2,214,583            

本期間溢利 – – – – – – – – 174,682 174,682 66,007 240,68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支出 – – – (109,345) (1,613) – – (513) – (111,471) (43,859) (155,330)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109,345) (1,613) – – (513) 174,682 63,211 22,148 85,359            

轉入儲備 – – – – – 17,294 – – (17,294) – – –

所佔聯營公司之淨資產變動 – – – – – – – – – – 680 680

已派發股息
－2019年末期股息 – – – – – – (19,617) – – (19,617) – (19,617)

已宣派股息
－2020年中期股息 – – – – – – 15,694 – (15,694) – – –

付予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 (29,254) (29,254)            

– – – – – 17,294 (3,923) – (32,988) (19,617) (28,574) (48,191)            

於2019年9月30日 921,014 13,601 37,804 (411,609) 14,559 294,455 15,694 (2,280) 559,035 1,442,273 809,478 2,25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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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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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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半年中期報告中，有關截至2020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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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
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截至2020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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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報基準

在編制綜合財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已充份考慮本集團未來的現金流。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
的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1,021,000,000港元。本集團於2020年9月30日的負債包括銀行貸款、
商業信貸及其他借款約2,786,000,000港元，須於報告期末起計12個月內償還。考慮到內部產生的資
金和可用的銀行備用信貸額，本公司董事相信本集團將能夠在可預見未來履行其財務責任，並持續
經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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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而導致會計政策之改變外，本集團於編訂截至202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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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財務
報告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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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於本中期報表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提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之修訂本及以下由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且於2020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性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來編製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第8號之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此外，本集團已提早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新型冠狀病毒相關之租金寛減」之修訂本。

除下述者外，於本期間應用提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之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
影響。

3.1 提早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新型冠狀病毒相關之租金寛減」的影響及會計政策

3.1.1 會計政策

租賃

新型冠狀病毒相關之租金寛減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直接導致與租賃合同相關之租金寛減，倘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本集團選
擇應用可行權宜之計，不評估變更是否為租賃修訂：

• 租賃付款變動導致的租賃的經修訂代價與緊接變動前的租賃代價大致相同或低於該代
價；

• 租賃付款的任何減少僅影響原定於2021年6月30日或之前到期的付款；及

• 租賃的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性變動。

應用可行權宜之計將租金寛減導致的租賃付款變動列賬的租賃將以同一方式將應用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變動入賬（倘變動並非租賃修訂）。租賃付款的寬免或豁免被入賬列作
可變租賃付款。相關租賃負債獲調整以反映寬免或豁免的金額，並於該事件發生的期內在
損益中確認相應調整。

3.1.2 過渡安排及影響摘要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提早應用該修訂本。提早應用對2020年4月1日的期初保留溢利沒有
影響。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確認因租金寛減981,000港元而導致的租賃付款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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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於期內按經營及呈報分類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電子 電池 其他投資
報告分部

總計 抵銷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523,793 2,684,587 – 3,208,380 – 3,208,380
分部間銷售 17 13 – 30 (30) –      

分部銷售 523,810 2,684,600 – 3,208,410 (30) 3,208,380      

業績
業務業績 10,367 232,799 (8) – – 243,158
利息收入 7,607
其他支出 (40,367)
財務成本 (69,375)
不能分類之費用 (6,967) 

除稅前溢利 134,056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電子 電池 其他投資
報告分部

總計 抵銷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761,402 2,456,531 – 3,217,933 – 3,217,933
分部間銷售 11 34 – 45 (45) –      

分部銷售 761,413 2,456,565 – 3,217,978 (45) 3,217,933      

業績
業務業績 336,930 217,608 (16) – – 554,522
利息收入 9,424
其他支出 (136,438)
財務成本 (91,772)
不能分類之費用 (4,301) 

除稅前溢利 33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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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5.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產品按時確認之營業額之分析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子分部：
電子及揚聲器產品 445,725 650,299
汽車配線產品 78,068 111,103  

523,793 761,402  

電池分部：
電池及電池相關產品 2,684,587 2,456,531  

客戶合約營業額 3,208,380 3,217,933  

以下為本集團按客戶所在地劃分之本集團外界客戶之營業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香港 146,931 198,967
－內地 1,143,847 1,046,990
其他亞洲國家 221,853 210,519
歐洲 891,449 939,784
美洲 755,286 781,407
其他 49,014 40,266  

3,208,380 3,21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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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6.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包括：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分類為待出售資產 37 277,257
應當出售╱出售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 9,286
新型冠狀病毒相關之租金寛減 981 –
兌換收益 – 24,863  

7. 其他支出及其他虧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支出及其他虧損包括：

衍生金融工具變現虧損 1,550 23,428
重組成本 – 99,810
關廠及搬遷成本 8,892 13,200
兌換虧損 29,925 –  

8. 除稅前溢利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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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4,215 76,941
使用權資產折舊 40,410 3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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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9. 稅項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6,119 5,311
香港以外其他地區稅項 34,051 72,450
遞延稅項 (6,324) 12,985  

33,846 90,746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截至2019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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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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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屬於本公司擁有人於期內之純利 49,340 17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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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和2019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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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期內，本集團耗資約190,545,000港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210,172,000港元）於物
業、廠房及設備，以擴展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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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使用權資產

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其土地及房產和機械及設備的使用訂立若干新租賃
協議，本集團須定期付款。於租賃開始後，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36,616,000港元及租賃負債
36,365,000港元。

於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GP工業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惠州市金山電子有限公司（「惠州金山
電子」）出售位於中國惠州工業園區的若干土地及房產（「被出售物業」）予獨立第三者。出售協議允許
惠州金山電子於2019年6月至2024年6月期間5年內免租繼續使用被出售物業。根據管理層預期搬遷
日期，本集團按被出售物業於2019年6月至2022年6月期間的租金市值就預期免租使用權確認使用權
資產36,600,000港元。本集團還就其土地及房產和機械及設備的使用訂立若干新租賃協議，本集團
須定期付款。於租賃開始後，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40,831,000港元及租賃負債40,453,000港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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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30日

2020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貨款及應收票據 1,167,907 836,778
減：信貸虧損撥備 (25,705) (25,712)  

1,142,202 811,066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373,902 420,893  

1,516,104 1,231,959
減：非流動按金 (15,077) (26,086)  

1,501,027 1,205,873  

2020年
9月30日

2020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貨款及應收票據
0–60天 871,806 580,168
61–90天 114,864 81,639
超過90天 155,532 149,259  

1,142,202 81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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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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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30日

2020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貨款
0–60天 880,460 648,813
61–90天 136,031 82,176
超過90天 64,490 66,342  

1,080,981 797,331
其他應付賬及費用 574,419 505,918  

1,655,400 1,303,24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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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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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30日

2020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 分類為以公平值計
入全面收益之股本
工具的上市股本證
券

7,356 5,882 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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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為衍生金融工
具的外幣遠期合約

資產
28

負債
–

資產
–

負債
2,594

第2級 貼現現金流量。

未來現金流量乃基於期末相關貨
幣遠期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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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類為衍生金融工
具的利率掉期合約

負債
（根據對沖
會計法）

3,009

負債
（根據對沖
會計法）

3,927

第2級 貼現現金流量。

未來現金流量乃基於遠期利率
（從報告期末之可觀察收益率曲
線得出）及已訂約利率（按適用貼
現率貼現，已計及交易方及本集
團之信貸風險（倘適用））估計。

不適用 不適用

4. 分類為衍生金融工
具的商品遠期合約

資產
869

負債
–

資產
–

負債
33

第2級 貼現現金流量。

未來現金流量乃根據收盤價格
（從報告期末之可觀察遠期相關
金屬價格）和合約遠期價格，以
反映各交易對手信貸風險的貼現
率貼現估計。

不適用 不適用

5.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股本工
具

46,800 44,824 第3級 資產法。

目標公司的公平值運用資產法使
用調整後的淨資產值釐定。目標
公司的淨資產價值主要通過直接
比較法對目標公司所持資產的公
平值進行調整。

每平方米的價
格，採用市場直
接可比較數據，
並計及地點及其
他個別因素（例
如建築規模、建
築設施、樓層、
樓齡等）。

每平方米的市場
價格越高，公平
值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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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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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30日

2020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6.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股本工
具

3,715 3,815 第3級 市場法。

採用市場法，運用選定且業務及
業務模式相近的可比較上市公司
之有關比率（企業價值與未扣除
利息、稅項、折舊和攤銷前收益
比率、企業價值與未扣除利息和
稅項前收益比率及市盈率）按平
均估計值釐定估值，並就缺乏市
場流通性而予以調整。

缺乏市場流通性
折扣及選定可比
較公司的比率。

缺乏市場流通性
折扣越高，公平
值則越低。

有關比率越高，
公平值則越高。

7.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股本工
具

3,992 3,892 第3級 合併使用資產法和市場法。

採用資產法，運用目標公司因缺
乏市場流通性而予以調整後的淨
資產值釐定目標公司的公平值。
採用市場法，通過調整目標公司
持有的所有子公司的公平值以調
整目標公司的淨資產值。子公司
公平值運用選定且業務及業務模
式相近的可比較上市公司之有關
比率（企業價值與銷售比率或企
業價值與未扣除利息和稅項前收
益比率）釐定估值，並就缺乏市
場流通性而予以調整。

缺乏市場流通性
折扣及選定可比
較公司的比率。

缺乏市場流通性
折扣越高，公平
值則越低。

有關比率越高，
公平值則越高。

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及截至2020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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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金山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6. 股本

股份數目
千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2019年4月1日、2019年9月30日、 
2020年3月31日及202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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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a) 或然負債

2020年
9月30日

2020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予聯營公司銀行貸款擔保 16,328 16,335
其他 12,374 11,614  

(b) 資本承擔

2020年
9月30日

2020年
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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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 14,404  

18. 關連人士交易

期內，本集團與聯營公司進行以下交易︰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予聯營公司 66,136 75,526
購買自聯營公司 237,420 244,210
自聯營公司之管理費收入 1,403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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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30日

2020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聯營公司貨款 74,442 77,254
其他應收聯營公司之款項 6,894 7,566
應付聯營公司貨款 114,969 73,645
其他應付聯營公司之款項 1,099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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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有鑑於本集團面對之不明朗前景，董事局為確保財務資源，不建議派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股息(2019/20年：每股2.0港仙）。

權益之披露

於202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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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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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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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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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百份比

 

董事 個人權益
%   

羅仲榮 194,788,054 24.82

顧玉興 2,629,684 0.34

李耀祥 300,000 0.04

林顯立 – –

黃子恒 – –

梁伯全（於2020年10月1日退任） 4,575,114 0.58

吳家暉 40,646,524 5.18

呂明華 – –

陳志聰 – –

陳其鑣 – –

唐偉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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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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各董事及總裁於本公司佔85.5%權益之附屬公司GP工業有限公司
（「GP工業」）之股本直接擁有之股份權益如下：

持有GP工業普通股份數目及所佔
已發行股份百份比

董事 數目 %   

羅仲榮 300,000 0.06

顧玉興 340,000 0.07

李耀祥 1,465,000 0.30

林顯立 – –

黃子恒 – –

梁伯全（於2020年10月1日退任） 1,608,000 0.33

吳家暉 94,603 0.02

呂明華 – –

陳志聰 – –

陳其鑣 – –

唐偉章 – –

除以上所披露外，於202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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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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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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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提供之董事最新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自本公司2019/2020年度年報日期後，本公司董事的資料變動如
下：

梁伯全先生退任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非執行副主席、審核委員會成員、薪酬委員會成員及提
名委員會成員，由2020年10月1日起生效。梁先生亦退任GP工業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及非執
行副主席，以及金山電池國際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由2020年10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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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上市證券之買賣及贖回

於截至202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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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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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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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1位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
公司截至2020年9月30日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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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玉興先
生、李耀祥先生（執行副總裁）、林顯立先生及黃子恒先生；非執行董事吳家暉女士；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呂明華先生、陳志聰先生、陳其鑣先生及唐偉章先生。

承董事局命
王文幹
公司秘書

香港，2020年11月25日
www.goldpea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