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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

受豁免有限公司。

根據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而

整頓本集團架構所進行之重組計劃，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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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重組」）。

至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

3301室。

年內，本集團從事製造及銷售印刷線路板。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

註15。年內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性質並無重大變動。

董事認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利比利亞註冊成立之 Inni International Inc.。

2. 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之影響

以下為首次對本年度之財務報表生效並對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之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

‧ 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 「所得稅」

此項會計實務準則訂明新會計處理方法及披露方式，採納此項會計實務準則對本集團會計政

策及對此等財務報表所披露數額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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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之應付或可收回所得稅（本

期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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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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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之影響（續）

修訂此項會計實務準則對此等財務報表之主要影響詳述如下：

處理及確認：

‧ 有關稅項資本減免額與財務申報折舊之差額及其他應收款項及可予扣減之暫時差額之遞

延稅項資產及負債，一般會作出全數撥備，而以往僅於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有可能於可

見將來變現情況下就時差確認遞延稅項；及

‧ 已就本集團重估土地及樓宇確認遞延稅項負債。

披露：

‧ 現時有關附註之披露較以往所須更為廣泛。此等披露事項於財務報表附註10及24呈列，

並包括本年度會計溢利及稅項開支之對賬。

此等變動之其他詳情已包括於財務報表附註3及附註24之遞延稅項會計政策。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呈報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實務準則、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

除對若干固定資產定期重新計算外，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進一步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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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綜合基準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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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

表。年內收購或出售之附屬公司業績乃分別自其收購日期起或至其出售日期止綜合。

此等比較綜合財務報表乃以合併會計基準編製。按照該基準，乃假設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而非自收購有關附屬公司之日以來）為各附屬公司之控股公司。

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及現金流量已包括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自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或自各附屬公司註冊成立／成立日期（以較短期間為準）以

來之業績及現金流量，猶如本集團於該日經已存在。

董事認為，按上述基準編製之綜合財務報表可較公平地反映本集團之整體業績、業務狀況及

現金流量。

所有本集團內部重大之公司間交易及結餘經已於綜合時對銷。

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乃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其財政及經營政策，並自其業務獲取利益之公司。

附屬公司業績按已收及應收股息計入本公司之損益賬。本公司佔附屬公司之權益乃按成本扣

除任何減值虧損入賬。

聯營公司

聯營公司並非附屬公司或共同控制機構，而本集團一般持有不少於20%股本投票權作長期權

益，並可對其行使重大影響力之公司。

由於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收購後業績之數額並不重大，故此並無入賬。聯營公司業績因而按

已收及應收股息計入本集團之損益賬。本集團佔聯營公司之權益視為長期資產，按成本扣除

任何減值虧損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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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負商譽

負商譽於收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時產生，指本集團於收購日期應佔所收購之可辨認資產及

負債之公平值，超出收購成本之差額。

倘負商譽乃有關預期未來虧損及開支，而該等虧損及開支可於收購計劃當中辨認，並可肯確

計算，惟並非於收購當日之可辨認負債，該部份之負商譽將於未來虧損及開支確認時，於綜

合損益賬確認為收入。

倘負商譽並非有關收購當日之可辨認預期未來虧損及開支，負商譽將在有系統地於所收購可

予折舊／攤銷資產之餘下平均可用年期在綜合損益賬確認。超出所收購非貨幣資產公平值之

任何負商譽立即確認為收入。

倘為聯營公司，任何尚未於綜合損益賬確認之負商譽均計入其賬面值，而非於綜合資產負債

表辨認為獨立項目。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業務合併」前，收購時產生之負商譽於收購

年度計入資本儲備。於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後，本集團採用該會計實務準則之過渡條文，

允許該等負商譽仍計入資本儲備。於採納該會計實務準則以後因收購產生之負商譽乃根據上

述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之負商譽會計政策處理。

於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時，出售之收益或虧損乃參考出售當日之資產淨值計算，包括未

於綜合損益賬及任何有關儲備（如適用）確認之應佔負商譽。任何過往已於收購時計入資本儲

備之負商譽予以撥回，並包括於出售時計算之收益或虧損中。

關連人士

倘其中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或對另一方之財務及營運決策可行使重大影響力，

則視為關連人士。倘雙方受到共同控制或共同重大影響之人士亦被視為關連人士。關連人士

可為個人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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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資產減值

每逢結算日均作出評估，衡量是否有跡象顯示任何資產已出現減值，或於以往年度所確認之

資產減值虧損是否不再出現或減少。倘出現任何該等跡象，則會估計資產之可收回數額。資

產之可收回數額乃資產使用值與其淨售價兩者之較高者。

減值虧損僅於資產之賬面值高於其可收回數額時，方會確認。減值虧損於產生期間自損益賬

扣除，惟倘若有關資產以重估數額列賬，則根據該重估資產之相關會計政策將減值虧損入賬。

先前確認之減值虧損，僅當用以釐定一項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之估計出現變動時方予以撥回，

惟該金額不會高於倘過往年度並無就該項資產確認任何減值虧損則將會釐定之賬面值（扣除任

何折舊／攤銷）。

減值虧損撥回於其產生期間計入損益賬，惟若資產按重估數額列賬，則根據該重估資產之相

關會計政策將撥回之減值虧損入賬。

固定資產及折舊

固定資產除在建工程外按成本或估值減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入賬。資產之成本包括資產

之購買價及使其達至其現時運作狀況及地點作擬定用途之任何直接應佔成本。固定資產投產

後所產生之維修保養等開支，一般於該開支產生期間自損益賬扣除。倘有關開支明顯可提高

日後使用有關固定資產之預期經濟收益，則該等開支將撥作該項固定資產之額外成本。

固定資產之價值變動乃於固定資產重估儲備中作變動處理。倘固定資產儲備之總額不足以彌

補個別資產之虧拙，有關虧拙餘額在損益賬中扣除。任何結算日後之重估盈餘乃計入損益賬，

以撥回先前扣除之虧拙。出售經重估資產時，固定資產就過往估值已變現之有關部份撥往保

留溢利，列作儲備變動。



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2至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三年年報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固定資產及折舊（續）

固定資產之折舊乃按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撇銷各資產成本或估值作出撥備，主要年折舊

比率如下：

租賃土地及樓宇 按租期

租賃物業裝修 按租期

機器及設備 每年9%

傢俬、裝置及設備 每年18%

汽車 每年18%

模具、壓模、測試裝置及插頭 每月25%

於損益賬確認之出售或棄用固定資產之盈虧，乃指出售所得收益淨額與有關資產賬面值之差

額。

在建工程指正在興建之樓宇，按成本減任何減值虧損入賬，且無任何折舊。成本包括興建期

間所涉及之直接建築成本及相關借貸資金之資本化借貸費用。在建工程竣工及可使用時，將

重新分類為適當之固定資產類別。

其他資產

其他資產指會所會籍債權證，並按成本扣除任何減值虧損入賬。

租賃資產

凡將資產擁有權（法定所有權除外）之大部份回報及風險撥歸本集團之租約均列為融資租約。

融資租約生效時，租賃資產之成本將按租約之最低租金現值撥充資本，並連同有關債務（不包

括利息）入賬，以反映有關之採購與融資之成本。根據已撥充資本融資租約所持之資產列作固

定資產，並按租期或資產之可使用年期兩者之較短者折舊。上述租賃之融資費用自損益賬中

扣除，以便於租約期間內定期定額扣減。

資產所有權之絕大部份回報及風險仍屬出租人之租賃，均列作經營租約。倘本集團為承租人，

經營租約之有關租金按租期以直線法在損益賬扣除。



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3 至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三年年報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存貨

存貨乃按成本與可變現淨值兩者之較低者入賬。

原料乃按加權平均基準計算，而在製品及製成品則按與以加權平均基準釐定之實際成本相約

之標準成本計算，當中包括直接原料成本、直接工資及按比例分配之生產費用。

可變現淨值乃按估計售價扣除預期製成及出售存貨時所需之任何成本計算。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就綜合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以及短期高流通性

投資。而該等投資可隨時轉換為已知數額現金，價值變動之風險不大；該等投資自購入起計

一般時限不超過三個月，另扣除須於要求時償還，且為本集團現金管理之一部份之銀行透支。

就資產負債表而言，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庫存現金及存放銀行之現金（包括短期存款），

其使用不受限制。

所得稅

所得稅包括本期稅項及遞延稅項。倘所得稅與在同一期間或不同期間直接與股本中確認之項

目有關，則於損益賬或股本中予以確認。

就財務申報而言，遞延稅項乃就於結算日資產及負債之稅基與其賬面值之間所有臨時差額以

負債法作出撥備。

遞延稅項負債乃就所有應課稅臨時差額予以撥備：

‧ 惟因初步確認資產及負債而產生及於交易時對會計溢利或應課稅溢利或虧損均無影響之

遞延稅項負債則除外；及

‧ 有關關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投資之應課稅臨時差額，惟可控制撥回臨時差額之時間及

臨時差額可能不會在可見將來撥回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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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所得稅（續）

遞延稅項資產乃就所有可予扣減臨時差額及結轉未動用稅項資產及未動用稅項虧損予以確認，

惟應課稅溢利有可能用作抵銷可予扣減臨時差額及結轉未動用稅項資產及未動用稅項虧損則

除外：

‧ 惟有關因負商譽產生或於非業務合併之交易中初步確認資產或負債之可予扣減臨時差

額，以及於交易時對會計溢利或應課稅溢利或虧損均無影響之遞延稅項資產除外；及

‧ 有關關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投資之可予扣減臨時差額，僅於有可能在可見將來撥回臨

時差額及可動用應課稅溢利抵銷臨時差額時方予確認。

於各結算日，遞延稅項資產之賬面值均予以審閱及削減，惟以不再擁有足夠應課稅溢利容許

動用全部或部份遞延稅項資產為限。相反地，以往未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予以確認，惟以可

能擁有有應課稅溢利可容許動用全部或部分遞延稅項資產為限。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乃按預期適用於變現資產或結清負債期間之稅率衡量，並以於結算日頒

佈或實際頒佈之稅率（及稅務法例）為基準。

收入確認

收入於經濟利益將可能流入本集團及能可靠地確認收入時根據以下基準確認：

(a) 銷售貨品，當擁有權之主要風險及回報轉移至買方時確認，惟本集團須不再擁有通常與

擁有權有關之管理責任或對已銷售貨品之有效控制權；

(b) 工具製作費及分包收入，於提供有關服務時確認；

(c) 專有權收入，根據有關商標特許協議按應計基準確認；及

(d) 利息收入，按時間比例根據未償還本金及實際適用利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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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借貸費用

為購買、建造或生產有限制資產（即須一段長時間才可達至其擬定用途或出售之資產）而直接

應計之借貸費用撥作該項資產之部份成本。當該等資產大致上可作其擬定用途或出售時，即

停止將該等借貸費用撥作資本。

僱員福利

僱傭條例之長期服務金

根據香港僱傭條例，本集團若干僱員已完成為本集團服務所需年期，於終止僱用時，符合獲

取長期服務金之資格。倘終止僱用符合僱傭條例所規定之情況，本集團有責任支付有關服務

金。由於未來須支付予僱員之長期服務金不大可能導致本集團未來有重大資源流出，因此並

無就有關可能支付之服務金確認撥備。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為其香港合資格僱員提供兩項退休福利計劃。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及職業退休

計劃條例（「職業退休計劃條例」），本集團之香港僱員可享有僱主按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或根據

強制性公積金條例獲豁免之職業退休計劃規定之退休福利，而僱主須向計劃自願作出供款。

該等計劃之資產由獨立管理之基金持有，與本集團資產分開處理。本集團按僱員月薪之某一

百分比向該等計劃供款。倘僱員在可享有本集團僱主之全數供款前不再參與根據強制性公積

金條例獲豁免之職業退休計劃，則沒收供款之有關金額可用作扣減本集團之僱主供款。在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方面，本集團之僱主供款於對該計劃作出供款時全數歸僱員所有。

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之僱員已參與由中國政府設立之中央退休金計劃。附屬公司須按僱員

工資總額成本之若干百分比向中央退休金計劃供款，為福利提供資金。本集團就中央退休金

計劃須承擔之唯一責任為作出規定供款，而根據中央退休金計劃之規則，該等供款於支付時

自損益賬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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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僱員福利（續）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立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旨在激勵及獎勵為本集團業務成功作出貢獻之合資

格參與者。在購股權獲行使前，已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之財務影響並未記錄於本公司

或本集團之資產負債表內，亦無於損益賬或資產負債表內扣除購股權之費用。因行使購股權

而發行股份，由本公司按照該等股份面值列作額外股本，而每股行使價超出該等股份面值之

部份，本公司則將其列入股份溢價賬。於行使日期前失效或被註銷之購股權將從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登記冊中刪除。

股息

董事擬派之末期股息列作保留溢利之個別分配，並計入資產負債表之資本及儲備部份，直至

獲股東在週年大會批准為止。倘該等股息獲股東批准且已宣派，則確認為負債。

由於本公司之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授權董事宣派中期股息，故擬派及宣派中期股息將同時進

行。因此，中期股息在擬派及宣派時隨即入賬列為負債。

外幣

外幣交易乃按交易日之適用㶅率入賬，而結算日以外幣計算之貨幣資產及負債按該日之適用

㶅率換算。㶅兌差額在綜合損益賬中處理。

於綜合賬目時，採用淨投資法將海外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換算為港元。海外附屬公司之損益

賬按本年度之加權平均㶅率換算為港元，該等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則以結算日之㶅率換算為港

元。所產生之換算差額計入㶅率波動儲備。

就綜合現金流量表而言，海外附屬公司之現金流量按發生現金流量當日之㶅率換算為港元。

海外附屬公司於整個年度之經常性現金流量則按本年度加權平均㶅率換算為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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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乃按本集團之業務及地區分類呈列。由於業務分類資料與接近本集團之內部財務申

報較為相關，故被選為主要分類申報方式。

(a) 業務分類

由於製造及銷售印刷線路板為本集團唯一主要業務分類，因此，並無呈列其他業務分類

資料。

(b) 地區分類

在確定本集團之地區分類時，收入及業績按客戶所在地點劃分之分部分類；資產按資產

所在地點分部劃分。

本集團按地區分析之分類收入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亞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及台灣除外 489,247 448,079

台灣 213,506 160,446

中國包括香港 197,544 188,218

北美 182,584 184,503

歐洲 76,458 60,052

1,159,339 1,041,298

本集團之生產設施均位於中國廣東省，故未提供資產及資本開支之地區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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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營業額指扣除折扣及退貨之本集團已售商品發票淨值。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貨品 1,159,339 1,041,298

其他收入

工具製作費收入 3,799 4,215

分包收入 1,718 —

利息收入 238 438

專有權收入 444 391

其他 851 301

7,050 5,345

6.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之成本 943,623 800,969
折舊 14 129,012 11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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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工資及薪酬 151,604 158,250
退休計劃供款 7,717 8,017
減：  已沒收供款 (904) (481)

退休金供款淨額* 6,813 7,536

158,417 165,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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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486,000港元之已沒收供款可用作削減其於未來年度對
退休計劃之供款（二零零二年：47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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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費用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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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貸款 43 —

融資租約 4,017 7,423

利息總額 14,206 14,959

減：  資本化利息 (3,876) (3,870)

10,330 11,089

8. 董事酬金

根據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第161條之規定須予披露之本年度董事酬金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240 120

其他酬金：

基本薪酬、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 7,632 7,677

退休計劃供款 683 662

8,315 8,339

8,555 8,459

所有董事之袍金乃支付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年內概無向獨立非執行董事支付其他酬金（二零零

二年：無）。

為董事提供宿舍而須承擔之租金開支1,38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380,000港元）計入上述

董事之其他酬金（附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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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董事酬金（續）

酬金介乎下列範圍之董事人數如下：

董事人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零至1,000,000港元 3 3

1,000,001港元至1,500,000港元 2 2

4,500,001港元至5,000,000港元 — 1

5,000,001港元至5,500,000港元 1 —

6 6

年內概無董事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酬金之安排。

9. 五名薪酬最高人士

本年度五名薪酬最高人士包括三名（二零零二年：四名）董事，彼等之酬金資料載於上文附註

8。其餘兩名（二零零二年：一名）最高薪酬非董事僱員之酬金詳情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酬、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 2,725 1,152

退休計劃供款 39 107

2,764 1,259

酬金介乎下列範圍之最高薪酬非董事僱員人數如下：

僱員人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1,000,001港元至1,500,000港元 1 1

1,500,001港元至2,000,000港元 1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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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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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收回稅項指已付之暫繳稅項超出估計稅務責任之金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本期稅項  —  香港

本年度支出 — 2,40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227

本期稅項  —  其他地區 3,700 5,800

遞延稅項（附註24） 5,000 1,500

本年度總稅項支出 8,700 9,927

適用於稅前溢利並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註冊國家法定稅率計算之稅項開支與以實際稅率計

算之稅項開支對賬，以及適用稅率（即法定稅率）與實際稅率之對賬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稅前溢利 41,203 57,764

按法定稅率計算之稅項 7,211 17.5 9,242 16.0

中國附屬公司之較低稅率15%

（二零零二年：15%） (588) (1.4) (1,297) (2.2)

稅率增加對承前遞延稅項之影響 794 1.9 — —

過往期間就本期稅項之調整 — — 227 0.4

毋須課稅之收入 — — (12) (0.0)

計算稅項時不予扣減之開支 1,283 3.1 1,767 3.1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 8,700 21.1 9,927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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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本公司財務報表所處理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為8,465,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0,476,000港元）（附註27）。

12. 股息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建議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1.02仙

（二零零二年：1.50仙） 6,528 9,600

本年度之建議末期股息須由本公司股東於即將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13.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年度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32,50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7,837,000

港元）及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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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並無任何導致出現攤薄之事宜，

因此並無披露該等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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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固定資產

本集團

模具、壓模、

傢俬、裝置 測試裝置

土地及樓宇 租賃物業裝修 在建工程 機器及設備 及設備 汽車 及插頭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或估值：

年初 64,100 171,172 116,683 814,530 71,207 9,016 120,808 1,367,516

添置 — 17,390 62,460 149,806 4,767 937 14,021 249,381

出售 — — — (1,282 ) (840 ) — — (2,122 )

重估 (100 ) — — — — — — (100 )

㶅兌調整 — — — — 26 — — 26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64,000 188,562 179,143 963,054 75,160 9,953 134,829 1,614,701

成本或估值分析：

按成本計算 — 188,562 179,143 963,054 75,160 9,953 134,829 1,550,701

按估值計算 64,000 — — — — — — 64,000

64,000 188,562 179,143 963,054 75,160 9,953 134,829 1,614,701

累計折舊：

年初 3,175 94,745 — 270,158 39,589 5,417 118,726 531,810

年內撥備 5,021 20,702 — 78,471 9,315 1,073 14,430 129,012

出售 — — — (1,010 ) (685 ) — — (1,695 )

重估時撥回 (8,196 ) — — — — — — (8,196 )

㶅兌調整 — — — — 12 — — 12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115,447 — 347,619 48,231 6,490 133,156 650,943

賬面淨值：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64,000 73,115 179,143 615,435 26,929 3,463 1,673 963,758

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60,925 76,427 116,683 544,372 31,618 3,599 2,082 83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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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固定資產（續）

本集團之土地及樓宇均位於中國，租期由30至50年。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廠房及機器總額包括根據融資租約所持資產之賬面淨值

238,144,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10,774,000港元）。本年度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所有該等

資產之折舊支出總額為27,50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8,294,000港元）。此等固定資產已抵

押予個別銀行作為本集團所獲融資租約信貸之擔保。

本集團之若干土地及樓宇賬面淨值為24,22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8,531,000港元），而在

建工程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所獲長期銀行貸款之擔保（附註21）。

本集團之土地及樓宇乃由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戴德梁行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進行重估，根據該等土地及樓宇之現有用途重估之公開市值合共為64,000,000港元（二零

零二年： 64,100,000港元）。上述估值產生之重估盈餘 8,09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19,739,000港元）已列入重估儲備（附註27）。

在建工程之賬面值已包括資本化利息7,74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3,870,000港元）。

若對土地及樓宇不予重估，則本集團土地及樓宇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成本減累計

折舊所得之賬面淨值將約為38,444,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1,994,000港元）。

15. 佔附屬公司之權益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成本值 467,769 467,769

附屬公司欠款 226,850 177,147

694,619 644,916

附屬公司之欠款乃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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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佔附屬公司之權益（續）

附屬公司之詳情如下：

註冊成立／ 已發行

登記及 普通股面值／ 本公司應佔

名稱 營業地點 註冊股本 股權百分比 主要業務

直接持有

Topsearch Industries 英屬處女 普通股 100 投資控股

(BVI)* 群島 50,000美元

間接持有

至卓實業（控股） 香港 普通股 100 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1,000港元

無投票權

遞延股份**

20,000,000港元

至卓飛高線路板 香港 普通股 100 投資控股及

（香港）有限公司 10,000,000港元 銷售印刷

線路板

至卓線路板 澳門 普通股 100 銷售印刷線路板

澳門離岸商業 100,000澳門元

服務有限公司#

至卓飛高線路板 中國 註冊已繳足股本 100 製造印刷線路板

（深圳）有限公司@ 32,000,000美元

Topsearch Marketing 新加坡 普通股 100 提供市場

 (S) Pte Ltd.* 1,000新加坡元 推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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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佔附屬公司之權益（續）

附屬公司之詳情如下：（續）

註冊成立／ 已發行

登記及 普通股面值／ 本公司應佔

名稱 營業地點 註冊股本 股權百分比 主要業務

Topsearch Marketing 英國 普通股 100 提供市場

(U.K.) Limited* 2英磅 推廣服務

TPS Marketing (M) 馬來西亞 普通股 100 提供市場

Sdn. Bhd.* 2馬元 推廣服務

Topsearch Marketing 美國 普通股 100 提供市場

(USA) Inc.* 1,000美元 推廣服務

台灣至卓飛高行銷 台灣 普通股 100 提供市場

有限公司* 1,000,000新台幣 推廣服務

Topsearch Printed 韓國 普通股 100 提供市場

Circuits Korea Co., 50,000,000韓圜 推廣服務

Ltd.*

可立身物業管理 中國 註冊已繳足股本 100 提供物業

（深圳）有限公司*@ 1,000,000港元 管理服務

至卓飛高線路板 中國 註冊股本 100 製造印刷線路板

（曲江）有限公司*@# 20,0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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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佔附屬公司之權益（續）

附屬公司之詳情如下：（續）

* 並非由安永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或安永國際之其他成員公司進行審核。

**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無權獲派股息，無權出席股東大會或於會上投票，於清盤時除非總數

500,000,000,000,000港元已分派予每名普通股持有人，否則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亦無權收取任何

資本回報之剩餘資產。

# 於年內新成立之公司。

@ 註冊為全外資企業。

16. 佔聯營公司之權益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成本值 100 100

聯營公司欠款 194 236

294 336

聯營公司之欠款乃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聯營公司之詳情如下：

註冊成立及 本集團所佔

公司 業務架構 營業地點 擁有權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

Topsearch PCB Marketing 公司 泰國 49 提供市場

(Thailand) Co., Ltd.* 推廣服務

* 並非由安永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或安永國際之其他成員公司進行審核。

由於該聯營公司之經營業績數額並不重大，故本集團並無以權益會計法計算。因此，本集團

於其聯營公司所佔權益在資產負債表中以成本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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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存貨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料 69,376 51,469

在製品 36,632 34,781

製成品 36,876 35,363

142,884 121,613

減：撥備 (7,352) (7,453)

135,532 114,160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按可變現淨值列賬之存貨（二零零二年：零）。

18.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作出財政評估後會給予客戶信貸，並會就客戶過往還款紀錄定期檢討信貸限額。本集

團提供之信貸期按個別貿易客戶而定，由30至90日不等，而本集團亦會經常檢討拖欠之應收

賬款。高級管理層會定期審閱逾期未償還之結餘。

於結算日，根據銷售貨品之到期日劃分之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261,843 163,104

31至61日 30,396 24,387

61至90日 4,926 23,613

90日以上 24,139 44,147

321,304 25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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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58,195 54,329 441 7

短期存款 15,620 20,059 — 20,059

73,815 74,388 441 20,066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人民幣（「人民幣」）現金及銀行結餘相等於8,97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2,753,000港元）。人民幣現在不能自由兌換為其他貨幣，但按中國內地之外㶅管理條例以及

結㶅、售㶅及付㶅管理規定，本集團是容許透過可經營外㶅業務之銀行兌換人民幣成其他貨

幣。

20. 貿易應付賬款

於結算日，根據取得貨品及服務各自之日期計算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170,757 148,388

31至60日 56,560 46,399

61至90日 33,034 25,416

90日以上 21,233 11,694

281,584 23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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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計息銀行貸款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信託收據貸款 34,931 17,366

有抵押銀行貸款 262,418 177,270

297,349 194,636

須於一年內或要求時償還之

信託收據貸款及短期銀行貸款 117,696 89,232

須於第二年償還之信託收據貸款 835 —

118,531 89,232

有抵押銀行貸款，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一年內 74,814 24,217

第二年 84,109 34,438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9,895 46,749

178,818 105,404

297,349 194,636

列為流動負債之部份 (192,510) (113,449)

長期部份 104,839 81,187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及其他銀行信貸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

(i)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間互相擔保；

(ii) 按揭本集團若干土地及樓宇（附註14）；及

(iii) 抵押本集團在建工程之承諾書（附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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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股東貸款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無抵押控權股東貸款，

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第二年 7,543 — 7,543 —

第三至第五年

（包括首尾兩年） 22,500 — 22,500 —

30,043 — 30,043 —

股東貸款乃由本公司董事兼控權股東卓可風先生根據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訂立之貸款協

議而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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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攤還，並從屬於所有銀行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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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融資租約應付租金

本集團租賃若干廠房及機器，以經營印刷線路板業務。該等租約列作融資租約，餘下之租期

由一個月至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融資租約日後應付之最低租金總額及其現值如下：

最低租金 最低租金 最低租金之現值 最低租金之現值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款項：

一年內 59,354 78,561 58,611 76,566

第二年 42,445 35,958 41,579 33,123

第三年至第五年

（包括首尾兩年） 36,387 15,989 34,637 13,839

融資租約最低租金總額 138,186 130,508 134,827 123,528

日後融資支出 (3,359) (6,980)

應付融資租約租金淨總額 134,827 123,528

列為流動負債之部份 (56,671) (73,383)

長期部份 78,156 5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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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遞延稅項

年內，遞延稅項負債之變動如下：

本集團

加速 土地及

稅項折舊 樓宇重估 合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34,512 — 34,512

年內於損益賬扣除之遞延稅項 10 1,500 — 1,500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36,012 — 36,012

年內於損益賬扣除之

遞延稅項 10 5,000 — 5,000

年內於股權扣除之遞延稅項 27 — 4,200 4,200

41,012 4,200 45,212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本集團對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未㶅入盈利

並無額外稅項責任，因此並無有關就該等盈利應付之稅項之重大未確認遞延稅項負債（二零零

二年：無）。

本公司向其股東派付之股息並無附有所得稅後果。

如財務報表附註2所詳述，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已於年內採納。此項會計政策變動已

導致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重估土地及樓宇之遞延稅項負債增加4,200,000港

元。因此，重估儲備減少4,200,000港元，有關詳情載於綜合股本變動概要表及財務報表附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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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股本

股份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64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64,000 64,000

購股權

本集團購股權計劃之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6。

26.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立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旨在激勵及獎勵為本集團業務之成功作出貢獻之合

資格參與者。該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其任何附屬公司或本集團持有股權之任何

機構（「所投資機構」）之任何僱員、非執行董事及客戶，向本集團、其附屬公司或所投資機構

提供貨物或服務之供應商以及提供研究、開發或其他技術支援之任何人士或機構。行使根據

該計劃及本公司之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尚未行使但仍可行使之全部購股權而可能發行之

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之30％。該計劃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日獲採納，

並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生效。本年內及於結算日，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或無任何尚

未行使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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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儲備

本集團

物業重估 㶅兌變動 法定儲備

股份溢價賬 實繳盈餘 儲備 儲備 基金 資本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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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000 — (15 ) 12,000 4,064 379,022 414,071

發行股份 204,800 — — — — — — 204,800

資本化發行 (47,000 ) — — — — — — (47,000 )

發行股份開支 (23,057 ) — — — — — — (23,057 )

重估盈餘 14 — — 19,739 — — — — 19,739

換算海外機構財務報表

產生之㶅兌差額 — — — 17 — — — 17

本年度純利 — — — — — — 47,837 47,837

二零零二年建議末期股息 12 — — — — — — (9,600 ) (9,600 )

轉撥往法定儲備基金 — — — — 3,300 — (3,300 ) —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134,743 19,000 19,739 2 15,300 4,064 413,959 606,807

重估盈餘 14 — — 8,096 — — — — 8,096

換算海外機構財務報表

產生之㶅兌差額 — — — (127 ) — — — (127 )

本年度純利 — — — — — — 32,503 32,503

確認為遞延稅項 24 — — (4,200 ) — — — — (4,200 )

二零零三年建議末期股息 12 — — — — — — (6,528 ) (6,528 )

轉撥往法定儲備基金 — — — — 1,730 — (1,730 ) —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4,743 19,000 23,635 (125 ) 17,030 4,064 438,204 63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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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儲備（續）

本集團（續）

本集團之實繳盈餘指因集團重組而收購之附屬公司股本面值與本公司就此項收購作為交換所

發行之股份面值之差額，經扣除本公司於註冊成立時發行1,000,000股未繳股款股份之

100,000港元。

根據中國有關全外資企業之適用法例，本公司之中國附屬公司須按規定將稅後溢利不少於10%

之金額撥入法定儲備基金，該項基金可用於增加中國附屬公司之繳足資本。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前因收購附屬公司而產生之負商譽之金額維持計入資本儲備。

本公司

股份溢價賬 實繳盈餘 保留溢利 合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發行股份 204,800 — — 204,800

資本化發行 (47,000) — — (47,000)

發行股份開支 (23,057) — — (23,057)

於集團重組時產生之儲備 — 466,769 — 466,769

本年度純利 11 — — 10,476 10,476

二零零二年度建議末期股息 12 — — (9,600) (9,600)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134,743 466,769 876 602,388

本年度純利 11 — — 8,465 8,465

二零零三年建議末期股息 12 — — (6,528) (6,528)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4,743 466,769 2,813 60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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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儲備（續）

本公司（續）

本公司之實繳盈餘指Topsearch Industries (BVI)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集團重組

收購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當日之綜合資產淨值，與本公司發行為該項收購之代價之股份面值，

經扣除本公司註冊成立時發行1,000,000股未繳股款股份之100,000港元。根據百慕達一九八

一年公司法（修訂本），本公司之實繳盈餘可在若干情況下分派予股東。此外，本公司之股份

溢價賬可以繳足紅股之形式分派。

28.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

主要非現金交易

年內，本集團已就固定資產訂立融資租約安排，該等資產於租約生效時之資本總值為

87,83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59,167,000港元）。

29.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相關附追權 22,688 9,360 — —

就銀行向一間附屬公司授予

銀行融資作出擔保 — — 660,671 413,309

就一間附屬公司訂立之

融資租約協議向出租人作出擔保 — — 181,959 272,776

22,688 9,360 842,630 686,085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間附屬公司根據本公司提供上述之擔保而獲授之銀行融資

及訂立之融資租約協議，已分別動用約312,889,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46,835,000港元）

及121,58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89,89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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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資產抵押

由本集團之資產抵押之本集團銀行貸款及其他銀行信貸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1。

31. 經營租約安排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安排租賃若干辦公室物業，有關物業之租期經磋商後為一至兩年。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於下列期間到期之日後應付最

低租金總額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8,610 10,155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235 3,728

12,845 13,883

32. 承擔

除上文附註31詳列之經營租約承擔外，本集團於結算日擁有下列承擔：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資本承擔

已批准但未訂約：

興建工廠大樓之承擔 — 43,130

已批准及已訂約：

興建工廠大樓之承擔 18,095 55,774

收購固定資產之承擔 — 6,217

18,095 61,991

18,095 10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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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承擔（續）

(b) 其他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二零零一年四月與中國清華大學訂立之科技合

作協議而須支付之承擔合共為6,509,000港元（二零零二年：6,509,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間全外資附屬公司已於中國註冊成立。於

結算日，本集團就該附屬公司註冊資本之應付供款為156,000,000港元。

33. 關連人士交易

除本財務報表已披露者外，本集團與關連公司於年內曾進行之重大交易載列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付予Keentop Investment Limited （「Keentop」）之

租金支出（附註） 1,380 1,380

附註： 租金開支乃支付予本公司董事卓可風先生及其配偶實益擁有之Keentop，有關租賃作為其宿舍之物業。

月租115,000港元乃根據雙方訂立之租約而釐定。根據另一份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簽訂之租約，

由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期間 (可選擇續約三年 )之月租115,000港元乃

根據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作出之市場租金估值而釐定。

34. 比較數字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中披露為「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之會所會籍債權證及固定資產按金分別1,283,000港元及3,197,000港元已分別重新分類為「其

他資產」及「固定資產按金」。此外，有關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貿易應收賬款相關附

追權之短期銀行貸款9,360,000港元已用作抵銷貿易應收賬款之結餘。因相關追附權所產生之

或然負債已於財務報表附註29中披露。董事認為，上述重新分類將更適當地呈列本集團之財

政狀況。

35. 批准財務報表

董事會已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六日批准並授權刊發財務報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