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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SEAR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至 卓國 際（控 股）有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二零零三年中期業績

至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合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業績連同有關比較數字。本期間之未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
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帳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47,863 508,005
銷售成本 (457,165 ) (369,656 )

毛利 90,698 138,349
其他收入及收益 3,358 2,268
銷售及分銷成本 (33,915 ) (34,816 )
行政開支 (45,455 ) (48,210 )
其他經營開支 (487 ) (395 )

經營溢利 3 14,199 57,196
融資費用 4 (4,843 ) (6,313 )

稅前溢利 9,356 50,883
稅項 5 (3,300 ) (4,378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6,056 46,505

每股盈利
—基本 7 0.01港元 0.1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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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附註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1. 呈報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在百慕達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註冊成
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根據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
市而精簡本集團架構所進行之重組計劃（「集團重組」），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
九日成為目前組成本集團之公司之控股公司。

由於進行上述集團重組，比較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合併會計基準而編製。就該基準
而言，本公司於彼等根據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集團重組進行收購之該日期前，被視
為其附屬公司之控股公司。因此，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簡明合併
業績及現金流量，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自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起或自彼等註冊成立
／成立日期起之業績及現金流量（以較短期者為準），猶如現有之集團架構於截至二零零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一直存在。

除遞延稅項之會計政策外，中期財務報表乃按二零零二年年報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一
致之基準而編撰。隨著引入經修訂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所得稅」，現時會就所有
稅務之短暫時差就遞延稅項作出撥備，而並非就過往所採納之時差計算。此項會計政策
之改變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資產淨值並無任何影響。

本集團在編撰中期財務報表時已遵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
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申報」以及聯交所主板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規定。

2. 營業額

營業額指扣除折扣及退貨之已售貨品發票淨值。本集團於本期間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
售印刷線路板，並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廣東省設有廠房。因此，本集團並無呈報
按主要業務劃分之營業額分析。

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東南亞 230,861 234,368
台灣 108,605 52,398
中國及香港 93,218 102,231
北美 78,114 94,079
歐洲 37,065 24,929

547,863 508,005

註： 客戶所在地乃向本集團訂購產品之機構所在地。

由於按地區劃分之經營溢利貢獻與營業額貢獻之整體比例大致相若，故並無根據上市規
則之規定呈報按地區劃分之貢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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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63,379 56,926
㶅兌差額 487 395
利息收入 (186 ) (94 )

4. 融資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開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
銀行貸款及透支 4,500 3,907

須於五年後償還之銀行貸款 30 158
融資租約 2,251 4,295

利息總額 6,781 8,360
減：資本化利息 (1,938 ) (2,047 )

4,843 6,313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 3,115
中國，香港除外 3,000 4,263
退回5%企業所得稅 — (3,000 )
遞延稅項 300 —

本期間之稅項支出 3,300 4,378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二年：16%）
撥備。此外亦根據本期間在中國蛇口之附屬公司之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5%（二零零二年：
15%）撥備企業所得稅。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份，稅務局（「稅務局」）向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附屬公司」）發出截至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之補加評稅通知，要求繳付合共33,000,000港元稅
款。於該補加評稅通知中，稅務局採納之評稅基準與以往多年跟附屬公司所同意的有所
不同。再者，有爭議之項目基於一般原則而不獲扣除。附屬公司已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份
向稅務局提出反對。截至中期報告日期，稅務局仍在審議有關之反對。經考慮一專家稅
務顧問意見，董事認為附屬公司抗辯理據有理。由於在現階段無法合理地肯定評估抗辯
結果，故本公司董事認為中期報表毋需就該稅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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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綜合日常業務純利約
6,05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6,505,000港元），並假設於本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
均數為640,000,000股（二零零二年：487,955,800股）計算。由於分別截至二零零三及二零
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具有潛在攤薄作用之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
利。

8. 結算日後事項

除附註5所詳述之事件外，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本公司董事卓可風先生與本公司訂
立一份貸款協議，向本公司提供30,000,000港元貸款融資。該筆貸款為無抵押，按香港銀
行同業拆息利率計息，並須由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起連同上述利息分十二期每月攤還。
於本公告日期，該筆貸款融資並未動用。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經營環境回顧

於二零零三年上半年，印刷線路板行業產量過剩，導致價格持續受壓，因而令本集團印
刷線路板之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3.7%。然而，由於程序管理有所改善，本集團之
產量（以平方呎計算）仍能錄得增長約25.0%，因此，銷售額比較去年上半年度增加約
7.8%。期內，生產設備平均使用率約達86%，而於第二季更超過90%。

多層線路板（六層或以上）之銷售於二零零三年上半度取得理想增長，符合本集團之業務
策略。為本集團帶較高利潤之多層線路板於二零零三年上半度之付運水平較去年同期上
升約65%。目前，多層線路板對本集團之銷售貢獻約為24%。

愈來愈多跨國電子製造商將廠房遷至中國及東南亞等低成本地區，或從該等地區採購零
件。於本期間，本集團來自東南亞客戶之銷售收益維持穩定，而來自台灣客戶之銷售則
顯著上升。近年台灣電子製造商迅速遷至中國並進行大舉擴充，為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
銷售轉變提供了主要動力。

本集團繼續投放資源提昇技術實力以及加強市場推廣，藉以擴大市場佔有率，並向新及
現有客戶提供更佳之服務。

財務業績回顧

相比二零零二年同期之業績，於二零零三年上半年，本集團之營業額增加 7.8%至約
547,900,000港元，經營溢利下跌約75.2%至14,200,000港元，股東應佔純利下跌約87.0%至
約6,100,000港元，而每股盈利則下跌90.0%至0.01港元。

本集團之付運水平上升25.0%，而平均售價則減少13.7%。原料成本因付運水平上升而增
加23.0%，產品間接開支亦增加24.3%。因此，售出貨品之總成本增加23.7%。毛利率由二
零零二年上半年之27.2%減少至二零零三年上半年之16.6%。行政開支、銷售及分銷成本
及其他開支合共較二零零二年同期減少4.3%至約8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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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上半年，本集團概無持有任何重大未經綜合投資，亦無對附屬公司及聯營
公司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產品銷售主要以美元為單位，而原料採購及支付營運開支則主要以美元、港元
及人民幣為單位，經考慮本集團以上述貨幣為單位之營運及資本所需，本集團之美元、
港元及人民幣匯率波動風險有限。

目前，本集團並無外幣對沖政策，而其過往數年之匯兌收益及虧損均相對輕微。董事將
繼續監察日後之外匯風險，並考慮在需要時對沖該項風險，以將匯兌風險減至最低。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所得現金、股東資金及銀行借貸為業務提供資金。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為1,499,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324,000,000港元）及計息借貸約為425,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318,000,000港元），錄得負債資產比率（即計息借貸除以資產總值）約28.4%（二零
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0%）。

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約為76,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
6,000,000港元），其中流動資產約為 570,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83,000,000港元），流動負債約為 646,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76,000,000港元），而流動比率則約為0.88（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1）。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52,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74,400,000港元）持作現金及銀行結餘，其中51%為港元、26%為美元、20%為人
民幣及3%為其他貨幣。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銀行信貸以下列各項作為抵
押：

(a) 一間附屬公司所有應收帳款及相關貿易信用保險；
(b)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間互相擔保；
(c) 按揭一間附屬公司若干土地及樓宇；及
(d) 抵押本集團之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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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息借貸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所擁有之計息借貸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帳款：
一年內 284,617 186,832
第二年 85,722 68,974
第三年至第五年
（包括首尾兩年） 54,413 62,358
五年以上 159 —

424,911 318,164

減：流動負債部份 (284,617) (186,832 )

長期部份 140,294 131,332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計息借貸總額中以港元為單位之貸款佔72%，以美元為單位
之貸款佔27%，而以日元為單位之貸款則佔1%。所有計息借貸均以浮動息率計息。就董
事所知，並無重大之季節性借貸要求。

前景

本集團採取生產多元化多層線路板及／或特殊物料產品之策略，以減輕印刷線路板產量
過剩造成電腦相關之印刷線路板市場內價格持續受壓之影響。於本期間，本集團成功增
加多層線路板佔產品組合之比重。然而，由於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非典型肺
炎」），多名客戶延遲彼等有關參觀廠房及驗證樣本之計劃，因此，於本期間特殊物料產
品之開發進展緩慢。在非典型肺炎疫症得以控制，以及香港及中國從世界衛生組織之非
典型肺炎疫區名單中除名後，管理層預期，於本年度下半年，特殊物料產品之開發步伐
將有所加快。

此外，於新廠房營運之首個階段，將會消除生產程序失衡之問題。加上新廠房內新機器
之投資，本集團之產量預期於本年度下半年增加至每月1,600,000平方呎。

隨著愈來愈多跨國電子製造商將廠房遷至中國、東南亞等低成本地區，或從該等地區採
購零件，在中國建立先進設備之生產基地將令本集團佔盡優勢。於本期間，來自中國、
台灣、香港及東南亞之客戶為本集團之銷售收益帶來約79%之貢獻，而兩年前則少於
70%。

除無法預計之情況外，董事相信，鑑於多層線路板訂單之持續增加、特殊物料產品之開
發、新生產廠房之開展及本集團所佔之地理優勢，將推動本集團之發展，並向成功邁進
一大步。因此，董事對本集團之中期及長期未來展望仍抱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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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數目及薪酬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除聯營公司僱用之員工外，本集團僱員總數4,906名（二零零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811名），包括香港僱員118名（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4
名）、中國僱員4,750名（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57名），以及多個海外市場推廣
辦事處僱員38名（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名）。於本年度首六個月，總僱員成本
達80,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77,900,000港元）。根據本集團之薪酬政策，
僱員薪酬符合市場水平，並已遵守其經營業務所在之所有司法權區之法例規定。

本公司設立一項購股權計劃，旨在激勵及獎勵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任何僱員）。然
而，直至本報告日期為止，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本集團採用鼓勵附屬公司派遣員工出席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相關之培訓課程或座談
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收帳款相關附追索權或然負債為11,700,000港元（二
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400,000港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授權但未訂約之資本承擔為24,000,000港元（二零零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000,000港元），而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則為30,000,000港
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2,000,000港元）。所有該等資本承擔均與興建工廠樓宇
或購置固定資產有關。

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
日：無）。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各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概無買賣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中期財務報表並未審核，惟已獲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董事並無獲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本期間未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
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按守則第7段所規定有指定任期，而須根
據本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輪流告退並膺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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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刊載業績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連同上市規則附錄16第46(1)
至46(6)段規定之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本公司網站 (www.topsearch.com.hk)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內刊載。

致謝

對於所有管理人員及僱員投入拼搏之工作，以及本公司業務夥伴及股東之一直支持，本
人謹代表董事會致以謝意及衷心感激。

代表董事會
卓可風

主席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九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