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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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中期財務報表」）

連同有關比較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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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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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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924,097 835,706

佔聯營公司之權益 319 336

租金及公用設施按金 3,480 3,494

預付租金  —  長期部份 1,735 1,823

929,631 841,359

流動資產

存貨 122,525 114,16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68,096 38,782

應收帳款 8 327,116 255,25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2,002 74,388

569,739 482,581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 9 307,717 231,897

其他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45,914 52,696

應繳稅項 7,625 4,764

計息銀行貸款，有抵押 10 228,427 113,449

融資租約應付租金之即期部份 11 56,190 73,383

645,873 476,189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76,134) 6,39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53,497 84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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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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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有抵押 10 89,175 81,187

融資租約應付租金 11 51,119 50,145

遞延稅項 36,312 36,012

176,606 167,344

676,891 680,40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64,000 64,000

擬派末期股息 — 9,600

儲備 612,891 606,807

676,891 680,407



至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03

5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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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1,020 (62,60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23,300) (43,221)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46,974 197,67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減少） (55,306) 91,848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4,388 58,421

期終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9,082 150,269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52,002 48,369

短期定期存款 — 101,900

銀行透支 (32,920) —

19,082 15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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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變動表

本公司 股本 匯兌 法定 擬派

股本 溢價 實繳盈餘 重估儲備 變動儲備 儲備基金 資本儲備 末期股息 保留溢利 合計

（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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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64,000 134,743 19,000 19,739 2 15,300 4,064 9,600 413,959 680,407

本期間溢利 — — — — — — — — 6,056 6,056

轉撥往法定儲備基金 — — — — — 1,700 — — (1,700) —

已派付之二零零二年

末期股息 — — — — — — — (9,600) — (9,600)

匯兌調整 — — — — 28 — — — — 28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64,000 134,743 19,000 19,739 30 17,000 4,064 — 418,315 676,891

本公司 股本 匯兌 法定 擬派

股本 溢價 實繳盈餘 重估儲備 變動儲備 儲備基金 資本儲備 末期股息 保留溢利 合計

（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未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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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1,000 — 19,000 — (15 ) 12,000 4,064 98,000 379,022 513,071

本期間溢利 — — — — — — — — 46,505 46,505

轉撥往法定儲備基金 — — — — — 1,660 — — (1,660 ) —

已派付之二零零一年

末期股息 — — — — — — — (98,000 ) — (98,000 )

向公眾發行股份 16,000 204,800 — — — — — — — 220,800

發行股份開支 — (22,831 ) — — — — — — — (22,831 )

資本化發行 47,000 (47,000 ) — — — — — — — —

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 — — — 19,739 — — — — — 19,739

匯兌調整 — — — — 130 — — — — 130

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64,000 134,969 19,000 19,739 115 13,660 4,064 — 423,867 67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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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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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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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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 108,605 52,398
中國及香港 93,218 102,231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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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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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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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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中期財務報表日期，稅務局仍在審議

有關之反對。經考慮一專家稅務顧問意見，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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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帳款

本集團會於評估客戶財政狀況後給予客戶信貸期，並根據客戶過往之付款紀錄定期檢討客戶之信貸限額。

本集團視乎個別貿易客戶之情況給予客戶30日至90日不等之信貸期，本集團亦會檢討拖欠之應收帳款。
管理層會定期審閱逾期未付之應收帳款。

於結算日，根據銷售貨品之到期日劃分之應收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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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於30日 270,171 163,104
31至60日 24,107 24,387
61至90日 4,088 23,613
90日以上 28,750 44,147

327,116 255,251

9. 應付帳款

於結算日，根據取得貨品及服務各自之日期劃分之應付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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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於30日 229,484 148,388
31至60日 47,320 46,399
61至90日 21,424 25,416
90日以上 9,489 11,694

307,717 231,897



至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03

11

10. 計息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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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於一年內或即時償還之銀行透支、

信託收據貸款及短期銀行貸款 184,818 89,232

有抵押銀行貸款，並須於下列期限償還：

一年內 43,609 24,217
第二年 53,784 34,438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5,232 46,749
五年以上 159 —

317,602 194,636

減：列為流動負債之部份 (228,427) (113,449)

長期部份 89,175 81,187

11. 融資租約應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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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90 73,383
第二年 31,938 34,536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9,181 15,609
五年以上 — —

107,309 123,528

減：列為流動負債之部份 (56,190) (73,383)

長期部份 51,119 5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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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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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64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64,000 64,000

13. 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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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授權但未訂約：

興建工廠大廈之承擔 24,214 43,130

已授權但未訂約：

興建工廠大廈之承擔 13,003 55,774
收購固定資產之承擔 16,522 6,217

29,525 61,991

53,739 105,121

14.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未有在中期財務報表內作出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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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追索權之應收帳款 11,700 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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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與關連公司於本期間曾進行下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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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予由一名董事實益擁有之公司之租金支出 690 690

每月租金乃根據一名獨立專業估值師於二零零二年四月提供之市場租金估值而計算。

16. 結算日後事項

除附註5所詳述事件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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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報告日期，該筆貸款融資並未動用。

17. 比較金額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帳款相關之短期銀行貸款為9,360,000港元，已被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4所披露之有關因素所產生之應收帳款及或然負債所抵銷，依董事意見，該重新分類將為本集團提供更
合適之財政狀況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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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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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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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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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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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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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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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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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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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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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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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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料披露

董事服務合約

本公司與卓可風先生、黃志成先生、郭志光先生及黃瑞興先生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日分別訂立初

步為期三年之服務協議，期滿後可續期。根據黃志成先生、郭志光先生及黃瑞興先生分別訂立之服

務協議，該等協議可由任何一方向對方發出不少於三個月之書面通知予以終止，而根據卓可風先生

訂立之服務協議，該協議可由任何一方向對方發出不少於六個月之書面通知予以終止。

除上述披露者外，各董事概無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訂立或擬訂立可於一年內終止而無須作出

賠償（法定賠償除外）之服務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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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合約權益

除於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5及16所披露者外，於本期間或截至中期財務報表日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

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訂立與本集團業務有關且本公司董事於其中擁有（不論直接或間接）重大權益之重

大合約。

董事之股本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設之登記

冊之記錄，各董事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

證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本公司

佔已發行股本

董事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卓可風先生 直接 好倉 48,000,000 7.50%

附註 視作擁有 好倉 432,000,000 67.50%

合計 480,000,000 75.00%

附註： 該等股份由在利比利亞共和國註冊成立之公司 Inni International Inc.擁有。卓可風先生擁有49%
Inni International Inc.股份，並與其妻子共同持有其餘51%。

(b) 相聯法團  —  Inni International Inc.

佔已發行股本

董事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卓可風先生 直接 12,250 49.00%

附註 視作擁有 12,750 51.00%

合計 25,000 100.00%

附註： 該等股份由卓可風先生及其妻子共同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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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附屬公司  —  至卓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所持無投票權 佔已發行股本

董事名稱 權益性質 遞延股份數目 百分比

卓可風先生 直接 2,000,100 10.00%

附註 視作擁有 17,999,900 89.99%

合計 20,000,000 99.99%

附註： 該等股份由在利比利亞註冊成立之 Inni International Inc.擁有，而卓可風先生擁有49% Inni
International Inc.股份，並與其妻子共同持有其餘51%。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任何彼等之聯繫人士於

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已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而存置之所需登記冊內。

董事收購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旨在激勵及獎勵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任何僱員）。然而，截至本報告

日期，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任何時間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彼

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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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存置之所需登記冊之記錄，所有人士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之如下：

佔已發行股本

股東名稱 附註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Inni International Inc. 直接 好倉 432,000,000 67.50%

卓可風先生 直接 好倉 48,000,000 7.50%

(i) 視作擁有 好倉 432,000,000 67.50%

合計 480,000,000 75.00%

卓朱慧敏女士 (ii) 視作擁有 好倉 480,000,000 75.00%

Hallgain Management (iii) 視作擁有 好倉 59,414,000 9.28%

Limited

Kingboard Chemical 直接 好倉 264,000 0.04%

Holdings Limited (iii) 視作擁有 好倉 59,150,000 9.24%

合計 59,414,000 9.28%

Jamplan (BVI) (iii) 視作擁有 好倉 59,150,000 9.24%

Limited

Kingboard 直接 好倉 58,948,000 9.21%

Investments

Limited

附註：

(i) 上述以 Inni International Inc.名義擁有之權益亦為上文「董事之股份權益」一節所披露卓可風先生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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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卓朱慧敏女士為卓可風先生之配偶。卓可風先生擁有49% Inni International Inc. 股份，並與卓朱慧敏女
士共同擁有其餘51%。上述卓可風先生及卓朱慧敏女士之持股量實為同一批股份，而該等股份亦包括在
上文「董事之股份權益」一節所披露卓可風先生之權益內。

(iii) Kingboard Investments Limited及Kingboard Laminates Limited（其持有本公司202,000股股份）乃Jamplan
(BVI)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而Jamplan (BVI) Limited則為Kingboard Chemical Holdings Limited之全
資附屬公司。Hallgain Management Limited擁有Kingboard Chemical Holdings Limited 40.8%之股本權
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作之記錄，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

何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買賣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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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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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

於股東週年大會輪流告退並膺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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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