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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 工業有限公司 
公佈二零一四/二零一五年中期業績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 段第 2 節，金山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謹公佈 GP 工業有限公

司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GP 工業集團之營業額增加 2%至 484,000,000 坡元，屬於 GP 工業資本股東

之純利為 15,000,000 坡元，去年同期則為 15,600,000 坡元。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 段第 2 節，金山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謹公佈

GP 工業有限公司（「GP 工業」，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為「GP 工業集團」）截至二零一

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GP 工業為本公司擁有約 83.9%之附屬

公司，於新加坡交易所股票交易有限公司上市。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 
（股份代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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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 工業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截至二零一四年 截至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坡元 千港元 千坡元 千港元

(附註) (附註)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484,466          2,987,266       474,062          2,933,078       
銷售成本 (362,022)        (2,232,264)     (355,640)        (2,200,403)     
毛利 122,444          755,002          118,422          732,675          
其他營業收入 4,035              24,880            3,969              24,556            
銷售支出 (45,159)          (278,455)        (39,053)          (241,621)        
行政支出 (56,102)          (345,931)        (58,593)          (362,513)        
兌換收益(虧損) 288                 1,776              (783)               (4,844)            
其他營業支出 (2,242)            (13,824)          (2,172)            (13,438)          
營業溢利 23,264            143,448          21,790            134,815          
財務成本 (4,435)            (27,347)          (5,398)            (33,397)          
特殊項目 8,421              51,925            (166)               (1,027)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7,862              48,478            4,899              30,310            
除稅前溢利 35,112            216,504          21,125            130,701          
稅項 (8,298)            (51,166)          (8,629)            (53,388)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後溢利 26,814            165,338          12,496            77,313            
終止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之除稅後溢利 -                 -                 6,885              42,597            
除稅後溢利 26,814            165,338          19,381            119,910          

屬於:
GP工業資本股東

持續經營業務 15,029            92,671            8,719              53,945            
終止經營業務 -                 -                 6,885              42,597            

15,029            92,671            15,604            96,542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 11,785            72,667            3,777              23,368            
終止經營業務 -                 -                 -                 -                 

11,785            72,667            3,777              23,368            
26,814            165,338          19,381            119,910          

坡仙 港仙 坡仙 港仙
每股盈利

自持續經營業務 3.02                18.62              1.72                10.64              
自終止經營業務 -                 -                 1.36                8.42                

3.02                18.62              3.08                19.06              

每股股息
中期 1.60                9.87                1.60                9.90                

重新編列

 

 

附註： 

以上作說明用途之港元等值數乃根據有關期內之平均匯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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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概要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上半年」)，GP 工業集團營業額較去年上升 2%。 

毛利率改善、行政支出減少及兌換收益令未扣除財務成本、特殊項目及未計所佔聯營公

司業績前之溢利由去年同期之 21,800,000 坡元增加 7%至 23,300,000 坡元。本年上半年，

GP 工業集團錄得淨特殊收益 8,400,000 坡元，主要來自出售物業收益。聯營公司之整體

盈利貢獻為 7,900,000 坡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000,000 坡元。因此，除稅前溢利增加 66%

至 35,100,000 坡元，去年同期則為 21,100,000 坡元。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後 GP 工業資本股東應佔溢利由去年上半年之 8,700,000 坡元增加

72% 至本年上半年之 15,000,000 坡元。 

 

按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497,576,323 股（二零一三年︰506,345,217 股）計算，本年上半

年每股基本盈利為 3.02 坡仙，去年同期每股基本盈利為 3.08 坡仙（其中包括自終止經營

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 1.36 坡仙）。 

 

業務回顧  

 

電子產品及揚聲器業務 - 電子產品及揚聲器業務本年上半年之營業額較去年上半年下跌

3%。電子產品銷售增加 2%，揚聲器產品銷售則下跌 10%。若按地區計算，揚聲器產品於

美洲市場的銷售維持穩定，亞洲及歐洲市場的銷售則分別下跌 19%及 9%。此業務於本年

上半年錄得淨特殊收益 300,000 坡元，當中主要包括出售物業之 1,300,000 坡元收益、重組

一間生產零部件附屬公司之 400,000 坡元撥備及重組揚聲器業務之 600,000 坡元撥備。電子

產品及揚聲器業務的總盈利貢獻較去年上半年減少 12%。 

 

汽車配線業務 - 從事汽車配線出口之業務雖然規模較小，但其營業額錄得逾 60% 增長，

主要由於美國推行新安全規例，令市場對汽車錄影器材的汽車配線產品需求增加。汽車配

線業務盈利貢獻較去年上半年增加逾 110%。 

 

金山電池 - 金山電池國際有限公司(「金山電池」)本年上半年的營業額為 360,000,000 坡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 2%。一次性電池之銷售增加 7%，充電池銷售則減少 18%。由於經常性開

支減少，毛利率由去年上半年之 22.7%微升至本年上半年之 23.0%。  

 

於本年上半年，金山電池因出售新加坡廠房錄得特殊收益 9,200,000 坡元。 

 

金山電池的聯營公司本年上半年為金山電池帶來虧損 300,000 坡元，去年同期為虧損

3,700,000 坡元，虧損收窄 3,400,000 坡元，主要由於虧蝕的 Vectrix 集團終止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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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電池本年上半年資本股東應佔溢利為 11,500,000 坡元，去年同期則為 300,000 坡元。 

 

其他工業投資 - 此業務包括 GP 工業集團於美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領先工業有限公司及

CIH Limited 之投資。本年上半年，此業務為被分類為待出售資產作出一項已確認之特殊

減值撥備約 1,100,000 坡元。此業務共帶來虧損約 1,000,000 坡元，去年同期則只錄得輕微

虧損。 

 

展望  

 

歐洲消費需求疲弱，加上個別東歐國家局勢不穩，可能對 GP 工業集團部分業務構成影響，

但美國及亞洲的業務較歐洲穩定。 

 

GP 工業集團將繼續投資研發產品、進一步提升品牌及鞏固全球分銷網絡。GP 工業集團亦

正提高電子產品及揚聲器業務和電池業務部分產品的產能，並提升工廠的自動化水平以改

善生產力，並透過精簡生產程序，以應付中國持續上升的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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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伯全

先生、顧玉興先生及莊紹樑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呂明華先生、陳志聰先生及陳其鑣先生。 

 

 

 

承 董 事 局 命 
公 司 秘 書 
黃 文 傑 

 

香 港，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www.goldpea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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