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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持續經營業務營業額增加 8.4% 至 7,062,000,000 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全年溢利增加 28.2% 至 148,500,000 港元 

 

• 連同已終止經營業務，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年溢利增加 9.5% 至 133,400,000 港元 

 

• 持續經營業務每股盈利為 18.8 港仙（2020/21 年 : 14.7 港仙） 

 

• 連同已終止經營業務每股盈利為 16.9 港仙（2020/21 年 : 15.5 港仙） 

 

• 董事局不建議派發末期股息  (2020/21 年：無) 

 

 

金山科技工業有限公司 (「本公司」) 董事局謹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 截

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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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概要 

 

自 2022 年 3 月 23 日起，「金山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Gold Peak Industries (Holdings) Limited」

更改名稱為「金山科技工業有限公司 Gold Peak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更改公司名

稱是為重整集團未來發展藍圖的一部份，集團將加速發展成為高技術含量電池和電子產品

的革新集團，並增強投資科研、創新、設計與品牌。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 (「本年度」)，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營業額較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 (「去年度」) 增加 8.4% 至 7,062,000,000 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持續經營業務綜合溢利上升 28.2% 至 148,500,000 港元，連同已終止經營業務，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上升 9.5% 至 133,400,000 港元。持續經營業務每股盈利 18.8 港仙，

去年度為 14.7 港仙。連同已終止經營業務，每股盈利 16.9 港仙，去年度則為 15.5 港仙。 

 

業務回顧 

 

GP 工業有限公司 (「GP 工業」)（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由本公司持有其 85.59% 權益） 

 

本年度，GP 工業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增加 74,200,000 坡元或 6.5% 至 1,222,700,000 

坡元，主要由於電子產品及揚聲器業務營業額錄得 79,000,000 坡元或 38.9%增長。 

 

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GP 工業集團完成出售汽車配線業務的附屬公司。因此，已出售之

汽車配線業務本年度之營運業績及去年度之比較數字已分列於已終止經營業務項目内。 

 

由於各種原材料和部件之成本顯著上升，令毛利率從去年度的 27.0% 減至本年度的 25.9%。

然而，調整售價、改善銷售組合和 KEF 音響系統產品銷售增加，部份抵銷了成本上漲對

GP 工業集團毛利率的負面影響。 

 

員工成本按年上升及在年內投產的新生產設施折舊，令行政支出增加 18,600,000 坡元或

14.3% 至 148,700,000 坡元。GP 工業集團實行短期嚴格成本監控措施，並在新冠疫情封城

期間於多個國家獲得一些政府資助，減低去年度的員工成本。 

 

其他營運收入增加 29,600,000 坡元至 48,700,000 坡元，主要由於電子產品及揚聲器業務涉

及生產設施搬遷的重組成本撥備回撥，以及電池業務的出售收益和補償收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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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匯兌虧損和其他減值下降，本年度其他營運支出增加 14,100,000 坡元至 37,100,000 坡

元，主要由於俄羅斯業務減值以及電池業務將位於惠州的生產設施遷至東莞。 

 

GP 工業資本股東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較去年增加 7,800,000 坡元或 25.7% 至

38,300,000 坡元。 

 

期內錄得出售汽車配線業務而產生的已終止經營業務淨虧損 3,050,000 坡元。 

 

連同已終止經營業務貢獻，GP 工業資本股東應佔總溢利由去年 31,700,000 坡元上升至本

年度 35,300,000 坡元。 

 

電池業務 

 

• 本年度，電池業務之營業額為 940,900,000 坡元，較去年下跌 0.5%。  

 

• 一次性電池銷售下跌 1.1%，充電池則上升 0.7%。  

 

• 按地域計算，歐洲和亞洲之銷售分別增加 3.4% 及 2.5%，南北美洲之銷售則減少 10.1%。 

 

• 毛利率受材料成本急劇上升及航運成本大幅增加影響，尤以充電池產品為甚。雖然管

理層已與客戶緊密商討調整價格，但客戶需要消化價格調整的時間落後於材料價格上

漲速度，令本年度毛利率下跌。 

 

• GP 工業集團對一項以俄羅斯為基地的業務投資及其應收款項的信貸損失作出撥備，

金額為 14,100,000 坡元，即為投資全額和未結算應收款項約 52% 撥備。 

 

• GP 工業集團完成出售全資擁有附屬公司金山電化工業（惠州）有限公司 (「金山電

化」) ，出售收益為 8,200,000 坡元。鎳氫充電池的生產設施亦於本年度開始由惠州遷

往謝崗，預計於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 (「下年度」) 上半年完成。本年度

與上述生產設施搬遷相關的成本約為 12,700,000 坡元。 

 

• 在寧波的 70% 附屬公司中銀（寧波）電池有限公司 (「中銀寧波」) 於本年度已開始將

其生產設施搬遷至新的園區。由於需要將現有園區部分廠房交還政府以及搬遷受影響

業務所產生的成本，中銀寧波錄得 6,700,000 坡元的賠償收入，及回撥搬遷成本

4,200,000 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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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期内獲得出售金山電化的收益、中銀寧波的賠償收入及撥備回撥，特殊減值費用

及搬遷成本，加上所佔聯營公司溢利減少，令電池業務盈利貢獻下降。 

 

• 材料價格急升和供應鏈持續中斷，導致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原材料和成品庫存量增

加。 

 

電子產品及揚聲器業務 

 

• 電子產品及揚聲器業務受專業揚聲器製造業務及品牌音響業務強勁增長帶動，營業額

上升 38.9% 至 281,800,000 坡元。 

 

• 專業音響製造業務在所有主要市場均錄得增長，營業額上升 37.9%，當中南北美洲市

場增幅達 52.8%。增長主要因為疫情減退，全球主要市場開始重啟，令專業音響業務

復甦所致。 

 

• KEF 產品銷售上升 37.1%，在所有主要市場均有增幅，在南北美洲、歐洲及亞洲市場

的營業額分別上升 49.4%、23.8%及 37.6% 。  

 

• Celestion 專業揚聲器單元業務營業額亦上升 51.6%，其中南北美洲及亞洲市場銷售分

別錄得 66.3% 和 58.1% 增長，主要同樣因為這些市場在疫情稍遜時，專業音響市場復

甦所帶動。 

 

• 電子產品及揚聲器業務的生產設施於 2022 年 5 月完成搬遷至惠州東江高新科技產業

園。由於新舊廠址鄰近，搬遷成本較重組成本撥備為低，因此產生 13,100,000 坡元的

回撥。 

 

• 年內泰國的新冠疫情逐漸好轉，以及市場對泰國製造的專業音響產品的需求增加，因

此 GP 工業集團在泰國的 51% 附屬公司在本年度的產量有所增加。 

 

• 附屬公司營業額增長強勁、重組成本撥備回撥及所佔聯營公司總溢利增加，令電子產

品及揚聲器業務的盈利貢獻大幅上升。  

 

• 為應對強勁銷售額及為下年度推出新產品作好準備，GP 工業集團為此業務提高庫存

量，以確保不受環球關鍵電子部件短缺和船運量影響。此策略需要更龐大的業務營運

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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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業投資  

 

• 由於美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去年度業績包括 13,700,000 坡元的物業出售收益，因此本

年度的營業額雖有增長，但盈利貢獻減少。 

 

• 2022 年 3 月，炫域科創有限公司 (「炫域科創」前身為領先工業有限公司) 完成出售其

63.58% 附屬公司 Time Interconnect Technology Limited 並錄得出售收益。 因此，炫域

科創的盈利貢獻有所增長。 

 

汽車配線業務  
 

• 汽車配線業務之除稅後溢利由 1,250,000 坡元減少至 160,000 坡元。  

 

• 此業務已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出售，而出售引致 3,210,000 坡元虧損，當中包括外匯匯

兌虧損計入損益 2,070,000 坡元及商譽註銷 270,000 坡元。 

 

 

展望 

 

全球主要經濟體於疫情回穩後逐漸重啟旅遊及其他經濟活動改善營商氣氛。多種材料價格

快速及持續上升，加上船務及物流支出錄得新高令本集團承受相當壓力；然而，若近期美

元兌人民幣轉強的走勢持續，可能有助減輕本集團部份支出壓力。 

 

隨著電子產品及揚聲器業務的新產品推出市場，其營業額增長預期將會持續；但主要市場

通脹可能影響消費者購買意欲，減慢營業額增長。部件短缺及環球航運容量不足亦可能影

響業務對滿足市場需要的供應能力。 

 

電池業務將繼續受到物料供應中斷及價格銳升所影響。另一方面，海航收費回穩可能有助

舒緩航運收費上升。下年度初，當本集團旗下生產設施完成重整後，相信業務將隨更佳的

生產規範及優化操作而得到改善。 

 

環球航運服務中斷及電子部件短缺預期將會持續，將對本集團致力優化倉存及營運資金要

求以應付供貨要求的目標構成挑戰。高息率亦可能增加本集團的財務支出。 

 

本集團投資發展品牌、提升銷售及分銷能力、加強科研及發展產品，並重新平衡中國及東

南亞產能的策略，令其在疫情中保持相對穩定的業務表現。本集團將繼續此策略以進一步

提升在主要重點市場的品牌及產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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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1 年 12 月 28 日，GP 工業宣佈建議實物分派充電池生產業務。此建議實物分派是有

條件，其中包括，須完成目前正在進行的充電池生產業務重組。本集團將適時就有關建議

實物分派的最新進程向持份者發表公佈。 

 

於 2022 年 4 月，本集團與 ZincFive Inc. 訂立認購協議。ZincFive Inc. 是一間在不斷發展的

可持續儲能技術和鎳鋅電池及部件市場中領先全球的鎳鋅電池及部件公司。本集團會致力

於開發可持續儲能方案，並將繼續投資加強本集團在鎳基電池系統方面的研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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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持續經營業務

3 7,061,620       6,515,602       

(5,229,351)     (4,754,932)     

1,832,269       1,760,670       

4 280,888          108,706          

(916,658)        (821,298)        

(885,317)        (755,587)        

5 (204,551)        (118,096)        

6 (137,918)        (136,841)        

286,141          240,960          

7 254,854          278,514          

8 (38,919)          (77,537)          

215,935          200,977          

已終止經營業務

  (虧損)溢利 16 (17,614)          7,079              

全年溢利 198,321          208,056          

持續經營業務 148,474          115,806          

已終止經營業務 (15,074)          6,056              

133,400          121,862          

持續經營業務 67,461            85,171            

已終止經營業務 (2,540)            1,023              

64,921            86,194            

198,321          208,056          

每股盈利 - 基本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9 16.9 港仙 15.5 港仙

持續經營業務 18.8 港仙 14.7 港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全年

全年溢利(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非控股權益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銷售及分銷支出

行政支出

除稅前溢利

稅項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其他支出及其他虧損

財務成本

持續經營業務之全年溢利

營業額

銷售成本

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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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全年溢利        198,321        20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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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43        120,957 

註銷/出售附屬公司之淨匯兌虧損 (盈餘)

    重新分類至損益          27,719                (21)

現金流對沖的公平值之淨變動                  -              4,136 

所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 (支出) 收益         (11,076)          73,902 

       107,986        19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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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之公平值收益          30,319            8,090 

全年其他全面收益        138,305        207,064 

全年全面收益總額        336,626        415,120 

全面收益總額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37,541        264,944 

    非控股權益          99,085        150,176 

       336,626        415,120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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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2年 2021年

3月31日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2,386,178         2,234,627         

使用權資產 291,653            282,447            

所佔聯營公司權益 1,756,840         1,784,099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本工具 90,384              60,065              

無形資產 1,093                1,170                

商譽 70,399              79,066              

非流動應收賬項 18,674              86,179              

非流動按金 29,852              38,749              

遞延稅項資產                                 34,365              27,787              

4,679,438         4,594,189         

流動資產

存貨 1,473,046         1,192,082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11 1,610,902         1,557,618         

應收股息 28,117              24,826              

可收回稅項 22,206              27,308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工具 4,220                7,455                

衍生金融工具 955                   -                    

銀行結存、存款及現金 1,186,326         1,318,468         

        4,325,772         4,127,757         

分類為待出售資產 42,905              42,214              

4,368,677         4,169,971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費用 12 1,764,823         1,953,572         

合約負債 109,293            51,451              

稅項 46,708              61,579              

衍生金融工具 111                   7,122                

租賃負債 78,471              72,339              

銀行貸款、商業信貸及其他貸款 13 3,082,962         2,710,704         

重組撥備 24,600              -                    

5,106,968         4,856,767         

流動負債淨值 (738,291)           (686,796)           

總資產減去流動負債 3,941,147         3,907,393         
 

 

 

  



 10 

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2年 2021年

3月31日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43,938            215,585            

銀行及其他貸款 14 740,846            1,047,933         

遞延稅項負債 64,400              59,898              

重組撥備 -                    99,810              

1,049,184         1,423,226         

資產淨值 2,891,963         2,484,16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998,666            921,014            

儲備 917,646            677,76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權益 1,916,312         1,598,774         

非控股權益 975,651            885,393            

權益總額 2,891,963         2,48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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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制基準及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制。此外，本綜合

財務報表已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

例規定的適用披露。 

 

有關截至 2022 年及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本公司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就該兩年

度法定所需之週年綜合財務報表，惟僅來自該兩年度之財務報表。根據公司條例 (第 622

章) 第 436 條規定下披露有關這些法定財務報告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 本公司已按公司條例 (第 62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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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將於適當時候遞交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本集團截至 2022 年及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兩年度之財務報表

發表報告。該等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於出具無保留意見的情況下，提

請注意任何引述之強調事項；亦不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06(2) 或 407(2) 或 

(3) 條作出的陳述。 

 

在編制綜合財務報表時，鑑於本集團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 

738,000,000 港元，本公司董事已充份考慮本集團未來的流動資金。本集團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流動負債包括銀行貸款、商業信貸及其他借款約 3,08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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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213,000,000

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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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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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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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而就編製綜合財務報告而言，有關修訂本乃就 2021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

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香港會計準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則第 39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及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之修訂本 

 

此外，本集團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委員會」）於

2021 年 6 月頒佈的議程決定，其釐清實體於釐定存貨可變現淨值時應計入「銷售所需估

計成本」的成本。 

 

除下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本年及過往年度之財務

表現及狀況及╱或本綜合財務報告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之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之影響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該等修訂本。該等修訂本涉及因利率基準改革、特定對沖

會計規定及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金融工具：披露」的相關披露規定，對金融資

產、金融負債及租賃負債之合約現金流的釐定基準作出更改。 

 

於 2021 年 4 月 1 日，本集團擁有銀行貸款及利率掉期，其利息與基準利率掛鈎，而基準

利率將會或可能會受到利率基準改革影響。 

 

於本年度，本集團部份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的銀行貸款已轉為相關替代基準利率。由

於本集團已就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銀行貸款因應利率基準改革所產生的合約現金流量變動

應用權宜之計，因此該過渡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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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委員會議程決定 — 銷售存貨所需成本的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 2 號「存貨」） 

 

於 2021 年 6 月，委員會透過其議程決定釐清一個實體於釐定存貨可變現淨值時應計入

「銷售所需估計成本」的成本，尤其是有關成本是否應限於銷售的增量成本。委員會認

為，銷售所需估計成本不應局限於增量成本，亦應包括一個實體為銷售其存貨所必須產

生的成本，包括對具體銷售而言不屬於增量的成本。 

 

在委員會作出議程決定之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是於釐定存貨可變現淨值時僅考量增量

成本。應用委員會的議程決定後，本集團改變其會計政策，於釐定存貨可變現淨值時同

時考慮增量成本和銷售存貨所需其他成本。新的會計政策已追溯性地應用。 

 

應用委員會的議程決定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產生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之修訂本 提述概念框架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香港會計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 

    準則第 28 號之修訂本     出售或注資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香港詮 

      釋第 5 號（2020 年）之相關修訂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 會計政策披露 2 

    則實務報告第 2 號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之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 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相關之 

      遞延稅項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之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之 

      所得款項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 號之修訂本 有償合約 — 履行一份合約之成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8 年至 2020 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1 

 
1 於 2022 年 1 月 1 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 2023 年 1 月 1 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將予釐定之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其他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於可

預見未來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告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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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 營業額 

 

就資源分配及業績評審而言，執行董事 ( 即「主要營運決策者」) 衡量分部損益時，使用

營運溢利的計量不包括利息收入、其他支出及其他虧損、財務成本及不能分類之費用。 

 

本集團三個就財務報告目的各自形成一個經營及報告分部的主要經營分部為： 

 

電子 -  研發、生產及分銷電子產品及揚聲器及其他業務。 

 

電池 -  研發、生產及分銷電池及電池相關產品。 

 

其他投資 -  持有主要經營銷售及分銷業務的其他投資。 

 

並無將營運分部整合以組成本集團的報告分部。 

 

本集團營業額乃代表電子產品及揚聲器、電池及其他產品之銷售。 

 

於本年度，本集團出售汽車配線業務。過往年度分部的披露已重新編列，以呈列上年度

包括在電子分部之汽車配線業務為已終止經營業務，並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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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按經營及報告分部分析如下： 

 

報告

電子 電池 其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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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經營業務

     1,627,681      5,433,939                     -      7,061,620                     -      7,061,620 

            2,028                456                     -             2,484            (2,484)                     - 

     1,629,709      5,434,395                     -      7,064,104            (2,484)      7,061,620 

        379,428         231,419                 (62)         610,785                     -         610,785 

          13,306 

其他支出及其他虧損        (204,551)

       (137,918)

         (26,768)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254,854 

報告

電子 電池 其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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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經營業務

     1,150,987      5,364,615                     -      6,515,602                     -      6,515,602 

                 18                  41                     -                  59                 (59)                     - 

     1,151,005      5,364,656                     -      6,515,661                 (59)      6,515,602 

        127,639         407,530                 (52)         535,117                     -         535,117 

          14,235 

其他支出及其他虧損        (118,096)

       (136,841)

         (15,901)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278,514 

財務成本

不能分類之費用

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

營業額

對外銷售

業務間銷售

業務營業額

財務成本

不能分類之費用

業績

業務業績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

營業額

業務營業額

業績

業務業績

對外銷售

業務間銷售

(重新編列)

 
業務間銷售乃參考市場價格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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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產品在某個時間點確認營業額的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  (重新編列)

持續經營業務

電子分部 :

電子及揚聲器產品 1,627,681 1,150,987

電池分部 :

電池及其相關產品 5,433,939 5,364,615

客戶合約營業額 7,061,620 6,515,602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地區資料 

 

按客戶之地區劃分之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對外銷售分析列表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持續經營業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

    - 香港 317,330 295,529

    - 內地 2,437,186 2,289,018

其他亞洲國家 537,319 486,111

歐洲 2,068,140 1,893,119

美洲 1,648,825 1,452,467

其他 52,820 99,358

7,061,620 6,515,602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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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持續經營業務

產品開發、工程費和模具收入 1,248           8,810           

銀行存款及結餘及應收貸款利息收入 13,175         13,093         

聯營公司利息收入 131              1,14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241              14,022         

自聯營公司之管理費收入 4,196           3,067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減支出104,000港元 (2021年:136,000港元) 718              677              

政府補助 32,615         21,132         

出售零件、樣品、廢料和剩餘材料之收益 8,718           6,785           

投資物業分類為待出售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                   21,464         

衍生金融工具之已變現公平值收益 21,066         4,441           

衍生金融工具之未變現公平值收益 7,123           -                   

應當出售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307              16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47,141         -                   

重組費用回撥 75,210         -                   

搬遷補償 38,919         -                   

搬遷成本回撥 24,285         -                   

新冠肺炎相關之租金減免 521              4,406           

從客戶收回壞賬、過剩索償和賠償之收入 15                4,326           

其他 5,259           5,176           

280,888       108,706       

5. 其他支出及其他虧損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持續經營業務

衍生金融工具之未變現公平值虧損 -               5,241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3,271           3,428           

註銷附屬公司時淨匯兌虧損重新分類至損益 982              -               

關廠及搬遷成本 86,232         28,101         

重組撥備 5,950           -               

確認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               13,400         

確認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 -               7,600           

所佔聯營公司權益減值虧損 59,947         -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16,701         14,079         

匯兌虧損 28,584         46,247         

其他 2,884           -               

204,551       118,096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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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122,245       125,363       

租賃負債利息 15,673         11,478         

137,918       136,841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7. 除稅前溢利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持續經營業務

除稅前溢利已經減除以下項目:

無形資產攤銷 77                7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7,198       150,983       

使用權資產折舊 98,542         90,416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8. 稅項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持續經營業務

包括：

香港利得稅

     - 本年度稅項           10,747           10,453 

     - 往年度(額外)不足撥備              (119)             2,945 

          10,628           13,398 

香港以外其他地區稅項

     - 本年度稅項           43,885           56,239 

     - 往年度額外撥備         (13,303)           (4,164)

          30,582           52,075 

          41,210           65,473 

遞延稅項支出

     - 本年度稅項           (2,291)           12,064 

          38,919           77,537 

香港以外地區稅項乃按有關司法管轄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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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持續經營業務

屬於本公司擁有人之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盈利

屬於本公司擁有人之全年純利         133,400         121,862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全年 (虧損) 純利         (15,074)             6,056 

計算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盈利之純利         148,474         115,806 

股份數目 千 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791,698 788,212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的加權平均數已就 2022 年 2 月 14 日的供股作出調

整。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的全年溢利 133,400,000 港元（2021 年：

121,862,000 港元）和上述兩個每股基本盈利的分母，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

基本盈利為每股 16.9 港仙（2021 年：每股 15.5 港仙）。 

 

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的全年虧損  15,074,000 港元（2021 年：盈利

6,056,000 港元）和上述兩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的分母，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虧

損為 1.9 港仙（2021 年：每股基本盈利 0.8 港仙）。 

 

於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和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兩年度內並無潛在普通股份，因此無需披

露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本集團購買約 302,667,000 港元（2021 年：458,245,000

港元）物業、廠房及設備以發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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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貨款、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自客戶合約之應收貨款及應收票據 1,145,906     1,235,839     

減：信貸損失撥備 (49,973)        (26,478)        

1,095,933     1,209,361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514,969        348,257        

1,610,902     1,557,618     

        於3月31日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由 30 天至 120 天不等。以下為報告期間結算日之應

收貨款及應收票據 ( 扣減信貸損失撥備後 ) 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60 天         912,399         923,161 

61 - 90 天         130,025         109,992 

超過 90 天           53,509         176,208 

     1,095,933      1,209,361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544,821         387,006 

     1,640,754      1,596,367 

減：非流動按金          (29,852)          (38,749)

     1,610,902      1,557,618 

       於3月31日

 
 

 

12. 應付賬項及費用 

 

 以下為報告期間結算日之應付賬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貨款

0 - 60 天 972,962        1,030,043     

61 - 90 天 150,998        117,880        

超過 90 天 64,987          79,513          

1,188,947     1,227,436     

其他應付賬項及費用 575,876        726,136        

1,764,823     1,953,572     

        於3月31日

 
  



 21 

13. 銀行貸款、商業信貸及其他貸款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抵押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之流動部份 727,641        546,180        

無抵押短期銀行貸款及商業信貸 2,355,304     2,156,215     

短期免息貸款 -                   8,107            

已抵押汽車貸款之流動部份 17                202              

3,082,962     2,710,704     

        於3月31日

 
 

 

14. 銀行及其他貸款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抵押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需於以下年期償還 :

1 年內 727,641        546,180        

1 年後至 2 年內 579,291        567,482        

2 年後至 5 年內 161,555        480,434        

已抵押汽車貸款需於以下年期償還 :

1 年內 17                202              

1 年後至 2 年內 -                   17                

1,468,504     1,594,315     

減 :  1 年內到期並歸納為流動負債之借貸 (727,641)      (546,180)      

已抵押汽車貸款之流動部份 (17)               (202)             

740,846        1,047,933     

        於3月31日

 
 

銀行及其他貸款（已扣除交易成本 ）8,420,000 港元（2021 年：14,187,000  港元）以浮動

利率收取利息。 

 

 

15. 股本 

股份數目

千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2020年4月1日及2021年3月31日 784,693        921,014        

供股發行之股份 (附註) 130,782        81,085          

發行新股份的交易成本 -                   (3,433)          

於2022年3月31日 915,475        998,666        

 
附註：於 2022 年 2 月 14 日，本公司宣布以每股供股股份 0.62 港元的認購價向本公司股東

以每六股現有股份增發一股供股股份進行供股（「供股」）。供股已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

前完成，並發行 130,782,158 股普通股股份。供股所得款項總額為 81,085,000 港元。供股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22 年 3 月 7 日的供股章程中披露。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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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 2021 年 5 月 31 日，本集團訂立買賣協議，以出售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金山工業貿易有

限公司（「金山工業貿易」）的全部已發行股本，惟須待各項先決條件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達成（「業務出售」）。作為業務出售的條件，金山工業貿易與本公司另一全

資附屬公司惠州金山線束科技有限公司（「惠州金山線束」）將進行重組，使惠州金山

線束完成後成為金山工業貿易的全資附屬公司。金山工業貿易及惠州金山線束構成本集

團的汽車配線業務。業務出售已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完成。 

 

已終止汽車配線業務的年內虧損載列如下。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的比較數字已

重新編列，以將汽車配線業務重新表示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汽車配線業務溢利 930              7,079            

出售汽車配線業務虧損 (16,696)        -                   

出售稅項 (1,848)          -                   

(17,614)        7,079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已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汽車配線業務於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期間的業績如下：  

 
截至2021年

8月31日止

期間

截至2021年

3月31日止

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83,937         190,575 

銷售成本          (70,143)        (157,082)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795             3,092 

銷售及分銷支出            (6,371)          (15,249)

行政支出            (6,685)          (12,839)

其他支出及其他虧損                (72)                595 

財務成本              (346)              (141)

除稅前溢利             1,115             8,951 

稅項              (185)            (1,872)

本期間 / 全年溢利                930             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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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汽車配線業務於出售日期的淨資產如下： 

 

 於2021年

8月31日 

 千港元 

 已收代價： 

     已收現金 69,513             

 失去控制權的資產和負債分析：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736             

    使用權資產 14,688             

     存貨 32,026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86,066             

     銀行結存、存款及現金 13,177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70,370)            

    租賃負債 (14,785)            

     應付稅項 (352)                 

 資產淨值 72,186             

 商譽 1,579               

 出售資產淨值 73,76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收益：

     已收代價 69,513             

     出售資產淨值 (73,765)            

     出售時累計匯兌儲備重新分類至損益 (11,947)            

     交易成本 (497)                 

 出售虧損 (16,696)            

 出售產生的淨現金流入： 

     現金代價 69,513             

     減：出售時銀行結存及現金 (13,177)            

             已付交易成本 (497)                 

5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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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是年度，本集團之銀行貸款淨額增加 197,000,000 港元至 2,637,000,000 港元。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及非控股權益合共 2,892,000,000 港元，借貸比率 (按綜合銀行貸款

淨額除以股東資金及非控股權益計算) 為 0.91 (2021 年 3 月 31 日︰0.98)。若以個別公司計算，

本公司及 GP 工業之借貸比率分別為 0.50 (2021 年 3 月 31 日︰0.57) 及 0.66 (2021 年 3 月 31

日︰0.66)。 

 

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本集團有 81% (2021 年 3 月 31 日︰72%) 之銀行貸款屬循環性或 1 年內

償還借貸，19% (2021 年 3 月 31 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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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 2022 年及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流動負債淨值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將部份舊工廠整合為

新的高度自動化大型工廠，以及重新平衡本集團在亞洲的生產能力之策略，導致過去數年在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投資增加。由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本集團的資本開支

合共約 2,069,000,000 港元。該等投資的資金主要來自本集團內部資源，包括現金和短期銀行

融資。 

 

考慮到內部產生的資金和可用的銀行備用信貸額，本集團擁有足夠資源以償還到期的流動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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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為確保本公司財務資源，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派發中期股息 (2021年：

無)。董事局不建議派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 2021年：無) 。 

 

 

 

  



 25 

截止過戶登記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 2022 年 9 月 15 日舉行。為確定股東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本公司將自 2022 年 9 月 8 日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包括首

尾兩日） 期間暫停辦理本公司股東名冊（「股東名冊」）登記，期間概不辦理任何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不遲

於 2022 年 9 月 7 日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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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樓（倘過戶文件將於 2022 年 8 月 15 日之前送

交）或香港金鐘夏愨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17 樓（倘過戶文件將於 2022 年 8 月 15 日 或之後

送交）作登記。 

 

 

公司上市股份之買賣及贖回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守則 

 

除以下所述之偏離行為外，本公司於是年度已遵從載於上市規則附錄 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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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仲榮先生現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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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認為現行架構不會影響董事局及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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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年內所有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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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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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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承董事局命 

金山科技工業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王文幹 

 

 

香港，2022 年 6 月 29 日 

www.goldpeak.com 

 

 

董事局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羅仲榮先生（主席兼總裁）、李耀祥

先生（副主席兼執行副總裁）、林顯立先生、黃子恒先生、張東仁先生及羅宏澤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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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oldpea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