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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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中期業績

至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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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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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607,156 547,863
銷售成本 (482,751 ) (457,165 )

毛利 124,405 90,698
其他收入 3,804 3,358
銷售及分銷成本 (44,505 ) (33,915 )
行政開支 (44,490 ) (45,455 )
其他經營開支 (1,099 ) (487 )

經營溢利 3 38,115 14,199
融資費用 4 (5,145 ) (4,843 )

稅前溢利 32,970 9,356
稅項 5 5,829 (3,300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38,799 6,056

每股盈利
—  基本 6 0.06港元 0.0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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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附註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1. 呈報基準及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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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之規定。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之基準與二零零三年年報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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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路板」）（本集團之唯一主要業務分部），並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廣東省設有廠房。因此，本集團並無呈報按業務分部劃分之進一步營業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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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亞洲（中國、香港及台灣除外） 254,182 230,861
中國及香港 111,063 93,218
台灣 89,566 108,605
北美 99,337 78,114
歐洲 53,008 37,065

607,156 54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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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存貨之成本 482,751 457,165
折舊 67,589 63,379
㶅兌差額 1,099 487
利息收入 (120 )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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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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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7 4,500
銀行貸款（於五年後償還） — 30
股東貸款 52 —
融資租約 1,748 2,251

利息總額 6,547 6,781
減：資本化利息 (1,402 ) (1,938 )

5,145 4,843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  中國，香港除外 — 3,000
退回5%企業所得稅 (5,829 ) —
遞延稅項 — 300

本期間之稅項總支出／（抵免） (5,829 ) 3,300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本期間內於香港及中國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作出香港利得
稅及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於過往期間，中國蛇口之附屬公司所產生之應課稅溢利乃按
該期間之稅率15%作出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綜合純利約
38,799,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6,056,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640,000,000股（二零零三年：640,000,000股）計算。由於截至二零零四及二零零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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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環境回顧

儘管全球經濟持續復甦，線路板於第二季之增長率經歷合理調整。於本年度上半年，付
運產量（以平方呎計算）較去年同期增加約4%。生產設備之平均使用率約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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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內，主要原料價格上調。銅箔，0.028"及以上之FR4 core 積層板之
價格較去年上升超過90%。由於石油成本上漲，以及因維修及保養而關閉若干玻璃纖維
熔爐，故玻璃纖維布及半固化片之價格亦急劇上升。儘管物料價格大幅上調，線路板市
場僅會接受本集團所生產之產品價格溫和上調介乎3%至8%，反映本集團所生產之產品類
別所屬行業在某程度上仍受產量過剩所影響。

多層線路板（六層及以上）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之銷售增長理想，符合本集團之業務策略。
邊際利潤較高之多層線路板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之付運水平較去年同期上升約43%。現
時，多層線路板佔本集團銷售約33%。

鑑於上述因素，上半年之平均售價上升約7%，而總營業額則較去年上升11%至607,200,000
港元。

本集團位於深圳蛇口工業區之生產廠房並無出現電力供應中斷之情況。本集團將會繼續
投放資源於技術能力提升及市場推廣兩方面，以增加市㪫覆蓋率及進一步改善其產品組
合。

財務業績回顧

與二零零三年同期之業績比較，本集團之營業額增加10.8%至約607,200,000港元，經營溢
利增加168.4%至38,100,000港元，股東應佔純利增加540.7%至約38,800,000港元，而二零
零四年上半年每股盈利則增加6倍至0.06港元。

本集團之船運量增加4%，而平均售價則增加7%。平均物料成本主要因主要原料成本增加
而上升16.7%。然而，生產費用則下跌12.4%。因此，平均銷售貨品成本增加1.7%。整體
毛利率由二零零三年上半年之16.6%增加至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之20.5%。與二零零三年同
期比較，行政開支、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其他開支合共增加12.8%至約90,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內，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未綜合投資或進行任何重大附屬公司
及聯營公司收購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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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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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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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為1,641,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557,000,000港元）及計息借貸約為491,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462,000,000港元），錄得負債資產比率（即計息借貸除以資產總值）約29.9%（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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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約為57,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0,000港
元），其中流動資產約為628,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82,000,000港
元），流動負債約為685,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92,000,000港元），而
流動比率則約為0.92（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98）。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85,000,000港元（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4,000,000港元），其中29%為港元、63%為美元、6%為人
民幣及2%為其他貨幣。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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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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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押本集團之若干在建工程以及土地及樓宇承諾書。

計息借貸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計息借貸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於下列期限內支付之款項：
一年內 319,947 249,181
第二年 123,211 134,568
第三年至第五年
（包括首尾兩年） 48,160 78,470

491,318 462,219

減：列為流動負債之部份 (319,947 ) (249,181 )

長期部份 171,371 213,038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港元貸款佔計息借貸總額81.4%，美元佔17%，新台幣佔1%，
而日元則佔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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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景

本集團位於韶關之新廠房之建築工程於過往數月進展順利，並可承受不可預見之情況，
本集團應將於明年初將其低端產品生產線遷移至韶關廠房。如本集團於上一本年報所闡
述，生產線遷移將使本集團提升產品類別之競爭力，同時提供足夠空間予本集團於其現
時位於蛇口之設施發展其高端及高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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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近期關注有關半導體及資訊科技相關工業可能到達一般商業週期頂峰之情況，且進
一步受石油價格上升及美國經濟之不明朗因素等陰霾所籠罩，本集團仍對其業務復甦能
力充滿信心。本集團相信，其於過往數年一直致力改善其產品組合，將使其免受經濟可
能出現衰退時之潛在不利影響。現時相對之下本集團擁有較少之高價產品，表示本集團
在此方面仍大有發展空間。近期成功自目標客戶及分類市場地區取得業務，足證本集團
正朝著正確之方向邁進。本集團有信心制訂出能夠取得高回報之產品組合。成功吸引新
客戶亦證明客戶肯定本集團之技術能力及產品質素較其競爭對手出類拔萃。

本集團對其短期及長期表現表示樂觀。

僱員數目及薪酬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除聯營公司外，本集團僱員總數4,704名（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918名），其中香港僱員96名（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5名）、中國僱
員4,573名（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80名），其他海外市場推廣辦事處僱員35名（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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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所有司法權區之法例規定。

本集團一貫鼓勵其附屬公司保送員工參加跟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相關之培訓課程或研
討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相關附追索權或然負債為11,700,000港元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700,000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乃受信用保險服務所保障。倘本集團之客戶並無作出付款，則本集團將可
討回尚未支付款額之90%。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而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為47,000,000港元（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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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
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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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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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
或機構以及本集團、其附屬公司或所投資機構之任何股東。行使根據該計劃及本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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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但尚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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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內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或無任何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
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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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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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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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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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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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