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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且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導致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產生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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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至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未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364,786 448,598
銷售成本 (315,164) (418,643)

毛利 49,622 29,955
其他收入 3 2,109 2,6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5,204) 2,832
銷售及分銷成本 (40,639) (33,677)
行政開支 (32,228) (39,668)
融資費用 5 (10,285) (16,490)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36,625) (54,404)

所得稅 7 (294) (1,227)

本期間虧損 (36,919) (55,631)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0,344 —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6,575) (5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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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5,166) (54,531)
非控股權益 (1,753) (1,100)

(36,919) (55,631)

本期間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4,880) (54,531)
非控股權益 (1,695) (1,100)

(26,575) (55,6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 8 3.52港仙 6.01港仙



— 3 —

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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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579,350 588,764
預付土地租金 23,295 23,339
佔聯營公司之權益 115,917 115,917
租金及公用設施按金 819 81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857 1,857
已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6,140 3,861

727,378 734,553

流動資產
存貨 104,574 118,926
預付土地租金 589 538
貿易應收賬款 11 127,400 143,55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1,991 357,968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413 41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190 15,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89,278 63,934

379,435 700,33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2 142,677 178,71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6,230 135,916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4,396 4,396
計息銀行貸款 137,272 385,174
應付稅項 — 2,409

410,575 706,612

流動負債淨值 (31,140) (6,27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96,238 72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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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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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貸款 99,354 104,815

資產淨值 596,884 623,45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100,000 100,000
儲備 497,829 522,709

本公司擁有人之應佔權益 597,829 622,709
非控股權益 (945) 750

總權益 596,884 62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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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a)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年
度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於編製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鑒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產
生虧損36,919,000港元，以及本集團於該日之流動負債高於其流動資產31,140,000港元，本公司董
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之未來流動資金。為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提供流動資金及現金流量及維
持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本公司董事已採取以下措施：

(i)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五日成功與中國建設銀行韶關分行更新合共人民幣250,000,000
元之總循環貸款融資（當中包括定期貸款、融通貸款、銀行保兌本票及國內信用證），為期一
年，為之前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償還之銀行貸款再度提供部分資金及履行本公司於曲江之附
屬公司之營運資金需求；

(ii) 本集團之控股股東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向本公司提供須於二零一五年償還之股東貸款
99,354,000港元。控股股東已承諾向本集團提供持續財務資助，以於報告期末後十二個月內
在責任及承擔到期時履行該等責任及承擔。該控股股東之承諾將為本集團之營運及持續經營
提供足夠資金及支持。

(b) 主要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和判斷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
公平值計量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除外。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
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時所依循者一致，惟下文 (c)所述
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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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就對會計政策的應用、資產及負債的呈報金額及收入及
開支之影響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別。編製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時，管理層因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所作出之重大判斷及估計不確定因素之主要來源與截至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相同。

(c)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與本集團編製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有關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2號之修訂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過渡
指引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
週期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 —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經修訂）規定，倘符合若干條件，實體須將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與永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分開呈列。本集團於此等財務報
表之其他全面收益之呈列方式已相應作出更改。

於本期間應用其他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d) 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而與本集團財務報
表可能有關之新訂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本。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之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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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由於製造及銷售印刷線路板為本集團之唯一經營分類，故並無呈列分類資料。本集團之主要經營決策人
（本集團行政總裁）定期審閱本集團之整體綜合業績，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本集團認為僅有一個經營
分類，而分類收入、分類業績、分類資產及分類負債分別與於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收入、
本期間虧損、資產總值及負債總額相同。

(a) 地區資料

下表提供按客戶所在地之地區市場劃分之本集團銷售額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新加坡 105,212 123,712
馬來西亞 74,030 78,414
泰國 58,194 51,69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54,370 90,588
香港 30,443 35,149
歐洲 29,120 31,050
美利堅合眾國 5,915 18,133
台灣 4,408 15,914
其他 3,094 3,940

364,786 448,598

附註：

(i) 收入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扣除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之數額。

(ii) 非流動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除外）為711,584,000港元及13,93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718,458,000港元及14,238,000港元），分別位於實體註冊國家，中國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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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個別為本集團總銷售額帶來10%以上貢獻之客戶之收入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97,465 91,704
客戶乙 47,964 62,527
客戶丙 不適用* 46,794
客戶丁 不適用* 46,411

* 相應收入並無為本集團總銷售額帶來10%以上貢獻。

3. 收入及其他收入

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扣除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之
數額。

收入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品 364,786 448,598

其他收入
工具製作費收入 505 1,024
樣辦收入 972 739
銀行利息收入 312 108
其他 320 773

2,109 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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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200) 1,95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4) 880

(5,204) 2,832

5. 融資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銀行借貸（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6,729 13,936
股東貸款 3,556 2,554

10,285 16,490

6. 除所得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為支出之存貨成本 315,164  418,64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129  30,470 
預付租金撥回 291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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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 — 926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94 301

所得稅 294 1,227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於香港衍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
並無於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由於本公司之澳門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獲豁免澳門所得補充稅，故並無作出澳門利得稅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本期間虧損35,166,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54,531,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發行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000,000,000股（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06,60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兩段期間之每股攤薄虧
損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

9.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添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項目成本約1,418,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785,000港元）。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出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賬面淨值約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473,000港元），產生出售虧損約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約88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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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進行財務評估後會給予客戶信貸期，並會就客戶過往付款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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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日（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至120日）不等。本集團密
切監察其未清償之貿易應收賬款。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未償還之結餘。以下為於報告期末，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扣除呆賬撥備）：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41,342 48,043
31至60日 62,098 71,136
61至90日 23,960 22,578
90日以上 — 1,800

127,400 143,557

12. 貿易應付賬款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49,681 43,498
31至60日 37,481 49,707
61至90日 34,928 23,315
90日以上 20,587 62,197

142,677 178,717

貿易應付賬款乃不計息及一般於60至120日（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至120日）內清償。本集團
設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確保所有應付賬款均於信貸期限內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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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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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 100,000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各種印刷線路板（「線路
板」）。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報所載主席報告內「財務表現」
一節之段落所提述之有關事項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事實上，本集團仍正經歷個人電腦全球需求減少，導致其配套零件及設備（包括一直為本集
團供應予其客戶之主要產品硬碟）之需求亦相繼下跌，致使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銷售收入相對較低。因此，本集團僅能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達致銷
售營業額約365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減少約18.7%。同時，毛利增加65.7%，毛利
率則由6.7%增加至 13.6%，乃由於原料成本下降及本集團實施內部嚴格成本控制措施所致。
整體而言，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最終錄得虧損淨額約36.9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55.6百萬港元）。

為不斷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本集團一直實施多項銷售策略以增加銷售營業額及產品邊際
利潤。本集團將繼續加強其市場推廣力度以擴大其市場覆蓋範圍，並將進一步改善其產品組
合及計劃以開發新產品，以擴闊其市場覆蓋範圍。本集團一直採取多項成本控制措施，以緊
縮經營成本及多項一般及行政開支，特別是生產設施已成功由深圳遷往韶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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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於二零一三年首六個月，本集團之收入較二零一二年首六個月下跌。然而，倘與二零一二年
最後六個月比較，數額幾乎相同，表示本集團蛇口廠房關閉所導致之收入下跌有所減慢及停
頓。加上，誠如本公司二零一二年末期業績公佈所呈報，本集團已準備就緒，在可見將來一
旦新客戶讓本集團列於AVL（認可供應商名單）上以向本集團開出產量訂單，冀望於本年度最
後一季重新爭取部分已流失之客戶。

此樂觀展望背後固然仍有例外情況。於二零一三年第二季末，幾乎所有全球市場資訊供應商
均認為個人電腦市場貨運增長持續緩慢。由於主要從事安裝之公司重組以容納平板電腦為主
要消費裝置，個人電腦業持續收縮。然而，由於多種原因，本集團未能從平板電腦市場之同
比增長中受惠，而個人電腦貨運過去連續5個季度於個人電腦業收縮亦明顯影響硬碟（硬碟）
之增長，硬碟仍為本集團提供其產品之主要分部。

誠如上文所述，當本集團對其於本年度最後一季之收入增長仍抱持樂觀態度時，倘個人電腦
業以更快速度持續萎縮，或全球經濟將受美國財政政策變動所影響，則該展望亦可能受到影
響。

財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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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借貸及股東貸款的組合為業務提供資金。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權益為597百萬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23百萬港元）及負債淨額（貿易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計息銀行貸款、應付
聯營公司款項及股東貸款減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為421百萬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745百萬港元），代表負債權益比率（即負債淨額除以總權益加負債淨額）為41%（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為31百萬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6百萬港元），其中包括流動資產379百萬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0百萬港
元）及流動負債410百萬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7百萬港元），代表流動比率則
為0.92（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99）。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物89百萬港元（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4百萬港元），其中1%為港元（「港元」）、56%為美元（「美元」）、41%為
人民幣（「人民幣」），而2%為其他貨幣。



— 14 —

計息借貸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計息借貸如下：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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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272 385,174
第二年 99,354 104,815

236,626 489,989

減：列為流動負債之部份 137,272 385,174

列為非流動負債之部份 99,354 104,815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港元貸款佔計息借貸總額之39%（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美元貸款佔7%（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其餘5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7%）為人民幣貸款。

銀行貸款13,85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0,174,000港元）以浮動年利率及實
際年利率4.07厘計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介乎1.66厘至4.07厘），而123,418,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5,000,000港元）則以固定年利率6.0厘（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6.31厘）計息。董事會並無發現有重大之季節性借貸需求。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及其他銀行融資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

(i) 本集團持有之若干樓宇及預付土地租金（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及一間聯
營公司持有之若干樓宇及預付土地租金）；

(ii) 指讓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之貿易應收賬款（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指讓集團內部
公司之結餘）；

(iii) 已抵押銀行存款（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抵押銀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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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關集團實體功能貨幣以外貨幣計值之本集團銀行貸款載列如下：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以美元計值 13,854 160,174

股東貸款乃由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行政總裁兼控股股東卓可風先生墊支，有關貸
款以實際年利率7厘（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厘）計息。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人民幣計值 4,203 4,150

以美元計值 3,650 4,650

重大收購或出售

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內，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非綜合投資，亦無進行任何重大附屬公司
及聯營公司之收購或出售。

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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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約47%之採購及84%之本集團開支以人民幣計值。由於本集團由海外
進口大部份主要原材料及機器，而該等原材料及機器並非以人民幣計值，故有助減低人民幣
升值所產生之全面影響。

現時，本集團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管理層密切監察外匯風險，並將考慮在需要
時對沖重大外幣風險以減少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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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數目及薪酬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除聯營公司外，本集團僱員人數約2,476名（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984名）。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員工成本為84百萬
港元（二零一二年：96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年報所披露有關購股權計劃、薪酬政策以及員工培訓及發展之資料並無重大變
動。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約11百萬港元（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百萬港元），且並無已授權但未訂約之資本承擔（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所有該等資本承擔均與興建工廠大樓以及收購廠房及機器有關。

重大變動

自二零一二年年報刊發以來，任何其他事項概無重大變動。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買賣或贖回任何本公
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及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高級管理人員」）認為，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六
月三十日之六個月期間妥為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
管治守則」）經營，當中載有 (a)守則條文（應予遵守）；及 (b)建議最佳常規（只屬指引）。本公
司已遵守守則條文及部分建議最佳常規，惟出現下文「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一節所述一項偏離
守則條文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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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致力奉行企業管治守則提倡之透明度、負責任及獨立性原則，以按下列方式進一步提
升股東價值及公司資產之妥善管理：

1. 確保根據良好管理常規及遵守相關監管準則進行決策程序、風險管理程序、內部審核及
監控、資料披露及與既得利益者溝通；

2. 建立本公司、員工及董事誠信、具透明度及負責任之文化，並強調彼等之角色在有關環
境內之重要性；及

3. 採納廣受認可之質素標準，以強化日常運作上各個範疇之質素管理，從而提高本公司整
體表現及價值。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確認，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期間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
條文，惟下文所述之偏離除外。

卓可風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此安排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條文A.2.1，該條文規定主
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之分工應
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

董事認為，現行安排將為管理本集團提供有力領導，有利業務更有效規劃。董事相信，此舉
對本公司之企業管治並無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董事會將定期進行檢討，並在必要時提出任何修訂建議，以確保遵守上市規則所載之企業管
治守則條文。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與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同樣嚴格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本公司操守守則
（「本公司守則」）。

本公司經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董事會成員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
守本公司守則。因本身於本公司之職務而可能擁有內幕消息之高級管理人員，亦已經遵守本
公司守則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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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彼等具備會計、製造、市場推廣、財務、投資及法
律專業之不同技術及經驗。彼等之簡歷已載於二零一二年年報。於本期間及於本公佈日期之
董事會組成詳情如下：

董事姓名 職位

執行董事
卓可風先生 董事會及執行委員會主席兼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鄧沃霖先生 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吳國英先生 審核委員會成員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樹堅先生 薪酬委員會主席兼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黃榮基先生 提名委員會主席兼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黃晉新先生 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已與本公司管理層討論本集團
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會計準則及有關本集團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之事宜。

登載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佈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
網站www.topsearch.com.hk。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一切資料之本公司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
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內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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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對於本集團全體管理人員及僱員投入拼搏之工作，以及業務夥伴及本公司股東之一直支持，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致以謝意及衷心感激。

代表董事會
至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卓可風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卓可風先生、非執行董事鄧沃霖先生及吳國英先生，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梁樹堅先生、黃榮基先生及黃晉新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