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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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2323）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業績公佈

至卓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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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零二年
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159,339 1,041,298

銷售成本 (943,522) (799,639)

毛利 215,817 241,659
其他收入 7,050 5,345
銷售及分銷成本 (77,202) (73,875)
行政開支 (90,403) (99,397)
其他經營開支 (3,729) (4,879)

經營溢利 3 51,533 68,853

融資費用 4 (10,330) (11,089)

稅前溢利 41,203 57,764
稅項 5 (8,700) (9,927)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32,503 47,837

股息－建議末期 6,528 9,600

每股盈利
基本 6 5.1 仙 8.4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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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呈報基準

末期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而編製。

末期業績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年內
已收購或已出售之附屬公司之業績分別自或直至收購或出售生效日期綜合入賬。集團內
公司間之所有重大交易或結餘已於綜合入賬時對銷。

末期比較業績已按合併會計準則而編製。按此基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整個年度止被視為其附屬公司之控股公司，而非從收購附屬公司之日期開始。
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自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或自彼等各自之註冊／成立日期（兩者間之較短期間為準）
之末期業績，猶如本集團於該日已存在。

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所得稅」首次於本年度之財務報表生效。會計實務準則
第12號規定有關由本期間之應課稅溢利或虧損（本期稅項）所產生之應付或可收回所得稅，
以及主要由應課稅及可扣稅暫時差額及承前未使用稅項虧損所產生日後期間應付或可收
回所得稅（遞延稅項）之會計基準。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對本集團之業績並無重大影
響。然而，現時有關附註之披露範圍較過往之要求廣泛，並已就本集團之土地及樓宇重
估確認遞延稅項負債。

2. 營業額

營業額指出售貨品之發票淨值（扣除折扣及退貨）。本集團於年內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
售印刷電路板（「線路板」），其生產設施設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廣東省。因此，並
無呈列按本集團主要業務劃分之營業額／業績分析。

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亞洲，中國、香港及台灣除外 489,247 448,079
北美 182,584 184,503
中國包括香港 197,544 188,218
台灣 213,506 160,446
歐洲 76,458 60,052

1,159,339 1,04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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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之成本 943,623 800,969
折舊 129,012 119,896
根據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之最低租金 12,152 11,455
核數師酬金 1,202 1,024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酬 151,604 158,250
退休計劃供款 6,813 7,536

㶅兌虧損—淨額 2,516 838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132 655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 (101) (1,330)

4. 融資費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開支：
銀行貸款及透支（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10,146 7,536
股東借貸 43 —
融資租約 4,017 7,423

14,206 14,959
減：資本化利息 (3,876) (3,870)

10,330 11,089

5.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於過
往年度，香港利得稅按年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作出撥備。香港境
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乃根據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法例、詮譯及慣例按當地之現行
稅率計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香港 — 2,400
香港境外地區 3,700 5,80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227
遞延稅項 5,000 1,500

本年度總稅項支出 8,700 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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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應佔經營純利32,503,000港
元（二零零二年：47,837,000港元）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發行普通
股之加權平均數640,000,000股（二零零二年：567,955,8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導致出現攤薄之事宜，因此並無計
算該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在二零零三年財政年度下半年內，本集團受惠於美國及歐洲經濟復甦及持續外判供應鏈
至中國及東南亞等低成本地區。因此，本集團之付運產量（以平方呎計算）較去年增加
24.4%。於本年度下半年，生產設備之平均使用率超過90%，而第四季更達至約95%。

於二零零三年下半年內，線路板行業之供應及需求較為平衡，主要原料價格開始上調，
而線路板銷售價則較二零零三年上半年更為穩定。然而，本年度之平均銷售價仍較去年
下跌約10.5%。

營業總額較去年上升約11.3%至1,159,300,000港元。邊際利潤較高之多層線路板（六層及
以上）付運較去年增加約24%。現時，多層線路板佔本集團銷售約25%。

本集團將繼續投放資源於技術能力升級及市場推廣兩方面，以增加市場覆蓋率及進一步
改善其產品組合。

財務業績回顧

本集團營業額由二零零二年之1,041,000,000港元增加11.3%至1,159,000,000港元。經營溢
利達52,000,000港元，而二零零二年則為69,000,000港元。股東應佔溢利為33,000,000港
元，而二零零二年為48,0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5.1港仙，而二零零二年為8.4港仙。

本集團之產量增加約24.4%，而平均售價則減少約10.5%。原料成本（以平方呎計算）維持
平穩，但每平方呎生產費用則減少7%。由於本集團致力提升生產效率及實施嚴謹之削減
成本計劃，故直接導致生產之間接開支減少。同時，本集團繼續投資於生產設施，亦導
致折舊增加。因此，整體毛利率由23.2%降至18.6%。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所得現金流量、股東資金及銀行借貸為業務提供資金。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總值約為1,557,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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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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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二零
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

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約為10,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
約為2,000,000港元），其中流動資產約為582,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78,000,000港元），流動負債約為 592,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76,000,000港元），而流動比率約為0.98（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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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74,000,000
港元（二零零二年：約74,000,000港元），其中19.9%為港元、66.8%為美元、12.2%為人民
幣及1.1%為其他貨幣。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銀行信貸以下列各項作為
抵押：—

(a)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間互相擔保；

(b) 按揭本集團若干土地及樓宇；及

(c) 抵押本集團之在建工程承諾書。

計息借貸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計息借貸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於下列期限內支付之款項：

一年內 249,181 186,832
第二年 134,568 68,974
第三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78,470 62,358

462,219 318,164

減：流動負債部份 (249,181) (186,832)

長期部份 213,038 131,332

美元貸款佔計息借貸總額16.4%（二零零二年：3.6%），而港元則佔83.6%（二零零二年：
96.4%）。所有計息借貸均以浮動息率計息。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重大之季節性借貸要求。

外㶅風險

本集團之產品銷售主要以美元為結算單位，而採購物料及支付經營開支則主要以美元、
港元及人民幣計值。經考慮本集團以上述貨幣為單位之經營及資金所需，本集團之美元、
港元及人民幣㶅率波動風險有限。

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外㶅對沖政策，而其過往數年之㶅兌收益及虧損均相對輕微。董事
會日後將繼續監察外㶅風險，並考慮在需要時對沖該等風險，以盡量減低外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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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數目及薪酬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聯營公司外，本集團僱員總數4,918名，其中香港僱員
105名、中國僱員4,780名，其他海外市場推廣辦事處僱員33名。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總員工成本為167,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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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設有一
項購股權計劃，以激勵及獎勵合資格者（包括本集團任何僱員）。然而，直至本公佈之日
為止，摡無根據任何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相關附追權或然負債為22,700,000港
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400,000港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已批准但未訂約之資本承擔（二零零二年：約
43,000,000港元），而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則為18,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
62,000,000港元）。所有該等資本承擔均與興建廠房或添置固定資產有關。

其他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度，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本集團於結算日就此附屬公司註
冊股本應付之貢獻為156,000,000港元。

前景

鑑於持續控制成本及一直致力提升其產品組合至更多層及特殊物料產品，儘管每月平均
賺取之溢利仍低於過往於二零零一年財政年度及二零零二年財政年度首六個月之每月平
均溢利而定下之目標，本集團得見其溢利於二零零三年財政年度下半年顯著回升。

現時之成本結構，及每平方呎之平均產品銷售（本集團現時於其蛇口廠房製造者）仍存在
基本問題。

因此，本集團計劃將其所有低端及低價產品（主要為兩層及四層線路版）遷移至另一將設
於韶關之製造工場，此乃由於該地區之勞工、水電等主要成本將大幅低於蛇口之成本。
一間佔地約33,800平方米之廠房將於短期內興建，並預期於二零零四年底落成。初期，
本集團所有低端產品之外層將於該廠房製造，而其四層產品之外層亦將逐漸於該廠房製
造。遷移該等製造設施將使本集團再次具備此類產品之競爭力，同時保留充份空間予現
時蛇口廠房作製造其高端及高價產品之用。

完成遷廠後，集團預期於二零零五年財政年度，蛇口及韶關廠房各自之外層產能將達每
月1,000,000平方呎。兩廠同時生產，每月產能合共為2,000,000平方呎。再者，現時蛇口
廠房之內層產能與外層產能的比例將大幅改善，從而增加該廠房所生產之產品平均銷售
價及利潤，並為集團提供一個解決現有問題之方案。

完成興建韶關廠房前短期內，本集團將透過進一步減少其低端四層母板之訂單及開拓更
多高端、HDI、置盲／埋孔線等專門產品、特殊產品及金屬層板之業務，繼續致力發展
其溢利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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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間工業研究公司N.T. Information Ltd.二零零四年一月之報告，預測全球線路板於二
零零四年之增長將為6.9%，而二零零五年則為9.9%。中國將繼續帶領此等增長，於該兩
年內之每年平均增長率為20至22%。此情況將有利本集團擴充計劃，此乃由於本集團精
簡其製造成本結構及達至其溢利目標之首要目標得以實現。

發行新股所得款項用途

首次公開發售及配售本公司普通股所得款項淨額約198,000,000港元（已扣除有關開支）。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動用其中約共108,000,000港元建造新廠房、
32,000,000港元購買新設備及58,000,000港元減低銀行貸款。

股息

董事會已建議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02港仙。
倘於本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批准，將向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營業時間結束前名列
股東登記冊之股東派發末期股息。若無不可預見之情況，並視乎本集團之現金流量需求，
董事會建議將每年約20%盈利分派予股東作為股息。

暫停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日（星期四）起至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二）（首尾兩日包括
在內）暫停過戶登記。為合資格獲得末期股息，股東須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三）
下午四時半之前，將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寄發予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概無買賣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自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在聯交所上市以來均遵守上
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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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卓可風先生、黃志成先生、郭志光先生、黃瑞興先生
及丁垂聘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國英先生及鄧沃霖先生組成。

於聯交所網站刊載業績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連同上市規則附錄16第46(1)
至46(3)段規定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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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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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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六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