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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並以German Automobiles International Limited之名稱於香港經營業務）

（股份代號：8126）

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點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具更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
市之市場。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
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之投
資者。

鑑於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
券承受較大市場波動風險，同時亦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
有關G.A.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佈共同及個
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
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本
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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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截至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收入 2 490,222 124,164

其他收入 2 13,450 4,228
  

503,672 128,392

存貨變動 15,700 (12,914)
已購入汽車零配件及汽車 (421,331) (70,078)
僱員福利開支 (35,157) (12,356)
折舊及攤銷 (10,679) (6,211)
經營租賃費用 (4,025) (4,529)
匯兌差額淨額 247 151
其他開支 (16,278) (15,110)

  

經營業務溢利 32,149 7,345
財務成本 (5,949) (1,457)

  

未計所得稅溢利 26,200 5,888
所得稅支出 3 (7,019) (3,145)

  

期內溢利 19,181 2,743
  

其他全面收入
 隨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569 2,27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2,750 5,016
  



- 3 -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7,877 4,710

非控股權益 1,304 (1,967)
  

19,181 2,743
  

應佔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1,378 6,934

非控股權益 1,372 (1,918)
  

22,750 5,016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4 3.75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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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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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47,630 29,522 8,623 22,064 (646) 416,070 523,263 12,362 535,625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4,710 4,710 (1,967) 2,743

其他全面收入
 匯兌差額 – – – – 2,224 – 2,224 49 2,273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 2,224 4,710 6,934 (1,918) 5,016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47,630 29,522 8,623 22,064 1,578 420,780 530,197 10,444 540,641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47,630 29,522 8,623 26,670 (30,752) 459,363 541,056 10,582 551,638
         

期內溢利 – – – – – 17,877 17,877 1,304 19,181

其他全面收入
 匯兌差額 – – – – 3,501 – 3,501 68 3,56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3,501 17,877 21,378 1,372 22,750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47,630 29,522 8,623 26,670 (27,251) 477,240 562,434 11,954 57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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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銷售汽車及提供汽車相關技術服務；汽車服
務；銷售汽車零件及提供汽車租賃服務。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由董事會授權刊發。

(a) 合規聲明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
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下文統稱為「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此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適
用披露規定。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管理層對採用會計政策之影響以及資產與負債、
收入與開支之呈報金額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所產生之會計估計甚少與有關之實際
結果相同。

除下述者外，採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管理層作出之重大判斷、估計不確定因素之主要
來源以及編製此等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綜合核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b)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本集團已採納與其業務相關且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所有新訂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該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
申報準則。

(c) 功能及呈列貨幣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其與本公司功能貨幣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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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按以下類別確認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收入
銷售汽車 356,528 36,924
汽車服務及銷售汽車零件 125,971 76,054
技術費收入 1,512 4,488
汽車租賃收入 6,211 6,698

  

490,222 124,164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517 429
諮詢服務收入 3,364 266
財務擔保收入 1,295 213
佣金收入 6,378 2,52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816 42
雜項收入 1,080 753

  

13,450 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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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六年：16.5%）計提撥備。海外利
得稅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業務作出之所得稅撥備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
率計算，內資及外資企業所用所得稅率統一為25%（二零一六年：25%）。

新加坡的經營所得稅撥備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二零一六年：17%）計算。

本集團期內並無任何未作撥備之重大遞延稅項（二零一六年：無）。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
 期內支出 – (307)
即期稅項－海外
 期內支出 (7,019) (2,838)

  

所得稅開支總額 (7,019) (3,145)
  

4.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
經審核溢利17,87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4,710,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目476,300,000股（二零一六年：476,30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
股，因此有關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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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繼二零一六年年底完成收購三間汽車經銷商店（「收購事項」）後，於二零一七年首三個
月，雖然技術費收入及汽車租賃收入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有所減少，本集團的總收入仍錄
得大幅增加。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全面收入總額為22,750,000港元，
二零一六年同期則錄得為5,016,000港元。全面收入總額增加主要由於i)二零一六年年底
新收購附屬公司貢獻溢利；及ii)超豪華品牌汽車經銷商店及服務中心之財務表現持續改
善所致。

1. 汽車銷售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汽車銷售額為356,528,000港元，較二
零一六年同期之36,924,000港元增加8.7倍。銷售額增加乃受三間豪華品牌汽車經銷
商店及客戶對本集團於福州超豪華品牌4S店之識知度日益提升的推動所致。

2. 汽車服務及銷售汽車零件

汽車服務及銷售汽車零件所產生之收入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65.6%至125,971,000
港元。收入增加乃受三間豪華品牌汽車經銷商店及維修保養服務與相關汽車零件銷
售需求增加的推動所致。

3. 技術費收入

本集團為廈門中寶汽車有限公司（「廈門中寶」）及其若干附屬公司與關連公司（統稱為
（「中寶集團」）提供有關中寶集團銷售中國本地組裝寶馬汽車之管理顧問及技術支援
服務，以收取技術費收入。

於收購事項後，本集團將業務重心轉移至汽車銷售及汽車服務以及銷售汽車零件，
故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技術費收入縮減至1,512,000港元，較二
零一六年同期減少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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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汽車租賃業務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香港汽車租賃業務之收入為6,211,000港
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減少7.3%，主要因長期租賃訂單數量減少所致。

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的業績
評估及資源分配之報告架構，並釐定本集團有兩個營運分類：i)銷售汽車及汽車零件以
及提供汽車相關服務；及ii)汽車租賃及相關服務。故此，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之汽車租賃收入已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由其他收入重新分類
至收入。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收入由二零一六年同期
124,164,000港元（經重列）顯著增加294.8%至本期間490,222,000港元。收入增加乃因二零
一六年年底三間新收購附屬公司所貢獻收入以及超豪華汽車銷售增加抵銷技術費收入及
汽車租賃收入下滑所致。

經營毛利

經營毛利按本集團期內收入減期內存貨的變動以及所採購之汽車零配件及汽車計算。經
營毛利率按期內經營毛利除以期內收入再乘以100%計算。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經營毛利倍增至84,591,000港元，而二零一六
年同期之毛利則為41,172,000港元。

本期間之經營毛利率為17.3%，而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毛利率則為
33.2%。經營毛利率下降主要因溢利相對微薄的汽車銷售所貢獻之銷售額比重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六年同期之4,228,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七年之13,450,000港元，主要
因新收購附屬公司貢獻之收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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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福利開支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僱員福利開支為35,157,000港元，
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之12,356,000港元增加184.5%，主要由於新收購附屬公司及因銷售增
加令支付予銷售員之佣金增加所致。

經營租賃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經營租賃開支由二零一六年同期之4,529,000港
元減少11.1%至二零一七年之4,025,000港元，主要由於自二零一六年上半年起，福州一
處展廳由市內遷至市外令每月租金費用減少所致。

外匯風險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之匯兌收益為24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151,000港元），乃由於將應收貿易賬款及往來公司結餘主要由人民幣（「人民幣」）兌換為
港元所致，原因為本集團的主要業務乃以人民幣開展。

其他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其他開支為16,278,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同
期之15,110,000港元增加7.7%。開支增加乃由於新收購附屬公司產生開支及抵銷維修保
養費用減少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17,877,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同期則錄得4,710,000港元。增加主要由於本期間三間新收購附屬公司貢獻溢
利；本集團於福州超豪華品牌4S店之業務增加；及本集團於汽車服務及銷售汽車零件方
面採取更佳成本控制措施所致。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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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作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中國依舊商機無限。與美洲相比，中國市場的車輛保有量相
對較低，仍擁有巨大的增長潛力。隨著競爭日趨激烈，客戶日益增加，中國市場亦不
斷發展成熟。不斷增長的中國中產階層為本集團的目標客戶群，其首選車型仍為高端及
豪華品牌汽車。隨著製造商提供的產品種類增加，價格段全面，可滿足消費者的不同需
求，銷售額預期會逐年增長。

收購事項於二零一六年年底完成後，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得以增強，收益得以增加。業務
於福建省地域擴張，令本公司在省內汽車行業競爭中佔據領軍地位。本集團致力於將新
經銷商店整合至本集團業務內，業務整合進展順利，潛在的協同效應陸續變現，致本公
司盈利穩步增加。收購事項令本集團的汽車銷售業務得以增長，並提供平台為發展售後
服務及增值服務，從而增加本集團利潤。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繼續立足根本，全力打造高端及豪華品牌汽車以及涵蓋由汽車銷售
至售後服務各個方面的優質服務。

董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
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條
條文已擁有或視為已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
文所述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股份好倉

姓名 身份
所持普通股
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
百分比

馬恒幹 個人權益 500,000 0.10%
薛國強 個人權益 13,292,000 2.79%
張希 個人權益 500,00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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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
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
及債券中，概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
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條條文已擁有或被視為已擁有之權益或淡
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條文所述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股東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示，以
下人士或法團（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
倉，或在其他方面知會本公司之權益或淡倉：

姓名 身份
所持

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
百分比

羅爾平 實益擁有人及受控制 
 法團之權益（附註1）

82,344,320 17.29%

陳靖諧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附註2）

66,895,085 14.04%

Tycoons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附註2）

66,895,085 14.04%

Loh & Loh Construction  
 Group Ltd.

實益擁有人 
 （附註1）

45,284,000 9.51%

Big Reap Investment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附註1）

32,676,320 6.86%

附註：

1. 在該82,344,320股股份中，Big Reap Investment Limited及Loh & Loh Construction Group 
Ltd.分別持有32,676,320股股份及45,284,000股股份，羅爾平先生則直接持有4,384,000股
股份。羅爾平先生擁有Big Reap Investment Limited之100%權益及Loh & Loh Construction 
Group Ltd.之64%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羅爾平先生被視為擁有Big Reap 
Investment Limited及Loh & Loh Construction Group Ltd.所持有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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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ycoons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66,895,085股股份，陳靖諧先生擁有該公司
100%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靖諧先生被視為擁有Tycoons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所持有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就董事所知，並無任何其他人士或法團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
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認購股本或債務證券之權利

概無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其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獲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授予認購
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之股本或債務證券之權利。

競爭權益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之緊密聯
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中
擁有任何權益。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在嘉獎購股權計劃參與者對本集團作出
貢獻，同時使本公司可招攬高質素員工並吸引到對本集團具有價值之人力資源。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向實體墊款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4條定義，「給予某實體的有關墊款」指應收以下各方的墊款及
代以下各方作出的一切擔保的總和：(i)實體；(ii)該實體的控股股東；(iii)該實體的附屬
公司；(iv)該實體的聯屬公司；及(v)與有關實體擁有相同控股股東的任何其他實體。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6條，當本集團向實體提供之有關墊款增幅超逾資產比例（「資
產比例」）（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9.07(1)條）3%時，則須履行披露責任。於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綜合資產總值約為1,288,36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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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資產比率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較資產
比例增加

千港元 (%) 千港元 (%)

向中寶集團提供之擔保
 （附註） 157,640 12.2 156,520 1.2

    

附註： 該筆款項包括銀行授予中寶集團之融資的本金之金額。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已採納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8至5.67條所載交易規定準則之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亦已向所
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就其所知，並無任何董事違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準則及行為
守則之要求。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亦認為本公司於本期間已遵守載於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
企業管治報告守則條文。所採用企業管治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五日成立審核委員會，現由周明先生、阮健平先生、尹斌先生
及關新女士組成。周明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主要為：(a)覆核本集團之年度報告、綜合財務報表、中期報告及
季度報告；(b)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以及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及(c)每
年至少與外聘核數師會面兩次，及就此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經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審閱，並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獲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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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任何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概無買賣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本公司董事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羅萬聚先生、蔡忠友先生、張希先生、馬恒幹先生及薛國強
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林居正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明先生、阮健平先生、尹斌先
生及關新女士。

承董事會命
G.A.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羅萬聚

香港，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

本公佈自其刊載日期起將在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佈」欄內及本公司
網站(www.ga-holdings.com.hk)至少連續刊載七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