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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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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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未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審核） （未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46,849 292,903
銷售成本 (217,245) (281,590)  

毛利 29,604 11,313
其他收入 3 2,598 5,832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47,042 115,155
銷售及分銷成本 (21,397) (21,967)
行政開支 (41,408) (37,807)
融資費用 5 (7,803) (8,711)  

除所得稅支出前溢利 6 8,636 63,815

所得稅支出 7 (1,227) (15,592)  

本期間溢利 7,409 4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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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7) (122)
出售附屬公司及一間聯屬公司後計入損益之 
匯兌儲備撥回 (38,177) (2,788)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39,255) 45,313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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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審核） （未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以下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8,916 49,899
非控股權益 (1,507) (1,676)  

7,409 48,223  

本期間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7,788) 46,990
非控股權益 (1,467) (1,677)  

(39,255) 45,31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8 0.79港仙 4.9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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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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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76,753 286,124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租金 3,758 3,866
租金及公用設施按金 233 21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857 1,857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815 186  

非流動資產總值 283,416 292,248  

流動資產
存貨 71,157 77,004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租金 125 127
貿易應收賬款 11 101,153 104,8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7,945 18,259
銀行結餘及現金 438,471 96,985  

638,851 297,189
分類為持作出售組別之資產 — 217,680  

流動資產總值 638,851 514,86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2 102,385 93,08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9,381 78,667
計息銀行貸款 154,385 152,510
應付稅項 3,563 2,430
股東貸款 — 94,698
董事貸款 92,532 —
融資租賃項下之責任 1,880 3,338  

434,126 424,732

分類為持作出售組別之負債 — 37,435  

流動負債總值 434,126 462,167  

流動資產淨值 204,725 52,70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88,141 344,950  



— 4 —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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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租賃項下之責任 50 574
遞延稅項負債 4,067 4,067  

非流動負債總值 4,117 4,641  

資產淨值 484,024 340,30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120,000 100,000
儲備 377,687 252,505  

本公司擁有人之應佔權益 497,687 352,505
非控股權益 (13,663) (12,196)  

總權益 484,024 34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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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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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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披露規定及其他有關條文而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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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一併閱讀。

(b) 主要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和判斷

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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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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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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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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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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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與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年
度期間之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關，且對該等財務報表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澄清可接納之折舊及攤銷方式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採納該等修訂對本集團本期間之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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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下列可能與本集團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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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惟
尚未生效，及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二零一四年） 金融工具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的澄清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3

1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採納上述準則及該等準則對本集團現有準則之影響。本集團仍未總結出該等新
準則是否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

2. 分類資料

由於製造及銷售印刷線路板為本集團之唯一主要經營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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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認為僅有一項
有意義之活躍經營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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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溢利、資產總值及負債總值相同。

(a) 地區資料

下表提供按客戶所在地之地區市場劃分之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歐洲 81,389 93,304
香港 41,446 25,58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34,475 42,594
美利堅合眾國 25,178 17,346
馬來西亞 18,227 36,557
日本 17,242 12,581
新加坡 12,399 14,417
泰國 4,349 37,213
其他 12,144 13,307  

246,849 29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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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產生收入之相關國家乃以客戶所在地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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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27,079 不適用 *

客戶乙 不適用 * 46,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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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指本集團於本期間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扣除退貨、退款、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
（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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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品 246,849 292,903  

其他收入
工具製作費收入 648 1,527
樣辦收入 1,228 1,956
利息收入 361 149
已收保險賠償之補償 — 1,735
其他 361 465  

2,598 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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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 (26,890)
僱員離職褔利之撥備撥回╱（撥備） 2,118 (28,591)
撇銷其他應收賬款 — (2,458)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4,585 (395)
貿易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撥回╱（減值虧損） 56 (1,08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1
出售一間聯屬公司之收益 — 174,573
出售附屬公司及一間聯屬公司之收益 40,283 —  

47,042 115,155  

5. 融資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銀行借貸 4,485 5,111
股東貸款 552 3,326
董事貸款 2,655 —
融資租賃項下之責任 111 274  

7,803 8,711  

6. 除所得稅支出前溢利

除所得稅支出前溢利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為支出之存貨成本 217,245 281,590
存貨撇減（計入存貨成本） 2,375 85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131 16,338
預付租金撥回 64 290  



— 9 —

7. 所得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支出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 1,206 15,72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過度撥備） 21 (135)  

所得稅支出 1,227 15,592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本期間溢利8,91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9,899,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125,275,000股（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00,00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兩段期間之每股
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9.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本期間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添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成本約3,74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1,42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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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提供之信貸期按個別貿易客戶而定，由30至120日（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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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42,159 43,948
31至60日 35,270 37,620
61至90日 22,042 20,586
90日以上 1,682 2,660  

101,153 10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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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29,205 27,201
31至60日 26,106 22,665
61至90日 18,943 17,575
90日以上 28,131 25,648  

102,385 93,089  

貿易應付賬款乃不計息及一般於60至120日（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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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面值
0.1港元
之普通股

數目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2,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1,000,000 100,000
於配售時發行普通股（附註） 200,000 20,000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審核） 1,200,000 120,000  

附註：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九日，本公司透過配售代理完成按每股股份0.925港元之價格向一名獨立第三方配售
200,000,000股新普通股（「配售事項」）。自配售事項收取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82,970,000港元，當中
20,000,000港元計入股本賬及餘額約162,970,000港元計入股份溢價賬。有關配售事項之進一步詳情載於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九日之公佈。本公司擬

動用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作為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14. 股份獎勵計劃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本公司採納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據此，董事會可建議或釐定向
任何董事、本集團之僱員或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授出本公司股份作為獎勵及回報，以 (i)向彼等提供機會購
入本公司之自營權益；(ii)鼓勵及挽留該等人士為本公司工作；及 (iii)向彼等提供達到表現目標之額外獎
勵，惟須受董事會可能酌情認為適當之條件所規限。有關股份獎勵計劃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之公佈。

同日，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董事會議決向本公司一名董事授出合共6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獎勵股
份」），將於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分五批歸
屬。獎勵股份之歸屬亦須待歸屬準則及條件獲達成後，包括本集團於各年就本集團之資產管理及投資業
務達到董事會批准之預期回報百分比，方可作實。有關授出獎勵股份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之公佈及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之通函。

授出獎勵股份已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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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報告期後重大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五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賣方」）就收購深圳市盛達前海供應鏈有限公司（「目標公
司」）之45%股權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總現金代價為人民幣9,000,000元（相等於約10,440,000港元）。
目標公司從事股本投資、提供投資及研究分析顧問服務（不包括受限制項目）以及投資管理（不包括信
託、金融資產管理、證券資產管理及保險資產管理）。目標公司之財務業績將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
中以權益會計法列賬。

同日，本集團、賣方及目標公司訂立債務資本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目標公司提供人民幣
121,500,000元（相等於約140,940,000港元）之債務資本（「債務資本」），由提供債務資本日期起計為期18
個月，按年利率 18%計息並由賣方實益擁有目標公司之餘下55%股權作為抵押。債務資本僅可用作目標
公司之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截至中期財務報表之批准日期，收購事項尚未完成，且並未向目標公司提供債務資本。有關上述交易之
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五日之公佈。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期間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各種印刷線路板（「線路板」）。

事實上，本集團仍正面對個人電腦全球需求減少之困難，導致其配套零件及設備（包括硬
碟，為本集團一向供應予客戶之主要產品）之需求亦相繼下跌，致使本期間銷售收入相對較
低。因此，本集團僅能於本期間達致銷售營業額約247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約
15.7%。同時，本集團之毛利增加161.7%，而其毛利率由3.9%增加至12.0%，乃主要由於本
集團有效開源節流，加上近期人民幣（「人民幣」）貶值所致。

此外，本集團之本期間溢利與二零一五年同期比較大幅下跌，主要原因為出售一間聯屬公司
之收益約175百萬港元於過往期間確認所致。本期間並無確認類似收益。

除上文所述者及本公佈附註15所討論外，於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報之主席報告「業務回顧」
一節中所披露之有關事項概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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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於本期間，硬碟（「硬碟」）行業之貢獻僅佔其於本期間收益總額之極低百分比，本集團以其他
行業取代其來自硬碟行業客戶之絕大部份業務，此亦導致收入比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及下半
年有所減少。然而，隨著本集團於過去數月訂立更具競爭力定價及落實全新設計之質量系統
與執行，現已準備就緒向其他行業之新舊客戶爭取更多業務。因此，本集團之收入以及溢利
表現預期將於短至中期內逐步重拾佳績。

此外，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之公佈所進一步詳述，本公司之管理層將
積極開發按酌情基準進行資產及基金管理以及財務投資（包括但不限於各類公司之證券、債
券及債務證券）之新業務線。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向證券及期貨事務委員會申請進行第4
類（證券諮詢）及第9類（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之所須牌照。本公司並不預期於取得牌照方面
會有任何法律阻礙，並現正著手進行內部籌備工作。本集團亦將考慮於適當情況及時間下向
獨立第三方收購資產及╱或業務，以建立本集團之資產及盈利能力，從而提升本公司股東之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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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租賃及股東貸款的組合為業務
提供資金。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股東資金約484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40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額約為205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53百萬港元），其中包括流動資產約639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15百萬港元）及流動負債約434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2百萬港元），流
動比率則為1.47（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1）。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438百萬港元（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7百萬港元），其中37%為港元（「港元」）、8%為美元（「美元」）及
55%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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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如下：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下列期限內償還之款項：
一年內 248,797 250,546
第二年 50 574
第三至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 —  

248,847 251,120  

減：列為流動負債之部份 248,797 250,546  

列為非流動負債之部份 50 57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港元借貸佔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之35%（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6%），美元借貸佔17%（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其餘48%（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9%）為人民幣借貸。

銀行貸款34,884,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5,294,000港元）按浮動年利率計
息，而實際年利率則介乎5.5厘至5.75厘（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介乎5.35厘至6.15
厘）。其餘銀行貸款119,501,000港元（二零一五年：37,216,000港元）按固定年利率介乎1.44
厘至4.35厘（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介乎1.2厘至1.93厘）計息。其他借貸包括董事貸
款92,53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東貸款94,698,000港元），按固定年利率
7厘（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厘）計息，以及融資租賃項下之責任。董事會並無發現有
重大之季節性借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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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以下
列各項作為抵押：

(i) 本集團持有之若干樓宇及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租金；

(ii) 指讓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之貿易應收賬款；及

(iii) 本公司之公司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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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以美元計值 40,432 37,216  

重大收購或出售

除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報主席報告「業務回顧」各段所披露有關本集團出售附屬公司，以及本
公佈附註15所披露有關收購目標公司外，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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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公司之收購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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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之採購及73%之本集團開支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現時並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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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

僱員數目及薪酬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人數約1,660名（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85
名）。於本期間，本集團之總員工成本為69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0百萬港元）。

除於本公佈附註14所述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採納股份獎勵計劃外，二零一五年年報所披
露有關本集團購股權計劃（已屆滿）、薪酬政策以及員工培訓及發展之資料並無重大變動。

謹此提述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之一股一票點票方式表決結果公佈，當中本公司宣佈
（其中包括）所有有關批准向本公司董事授出特定授權，以按照股份獎勵計劃之條款於達成
歸屬條件後向受託人配發及發行獎勵股份，並由受託人以信託方式代劉廷安先生（彼因身為
董事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持有）之決議案已獲獨立股東於二零
一六年七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正式批准。有關股份獎勵計劃及向劉廷安先生授出
獎勵股份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之通函。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約3.4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4百萬港元），且並無已授權但未訂約之資本承擔（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所有該等資本承擔均與收購廠房及機器有關。

重大變動

除本公佈附註15所披露者外，自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報刊發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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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內概無買賣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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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認為，本公司已於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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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下文「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一節所述一項偏離守則條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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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
資料披露及與持份者溝通；

2. 建立本公司、其員工及董事誠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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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嚴格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第C.3.3條有關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之修訂新規則。董事會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已採納審核委員會之新職權範圍，以遵守企
業管治守則第C.3.3條之修訂新規則。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確認，本公司已於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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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期間，劉廷安先生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以代替
卓可風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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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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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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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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本公司守則。本公司管理人
員因本身於本公司之職務而可能擁有內幕消息，亦已經遵守本公司守則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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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及投
資專業之不同技術及經驗。彼等之簡歷已載於二零一五年年報及最近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
四月八日及二零一六年八月三日之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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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廷安先生 董事會及執行委員會之主席兼行政總裁

卓可風先生 副主席兼執行委員會之成員

周伙荣先生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日
獲委任）

執行委員會之成員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文拱先生 提名委員會主席兼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成員

魏偉峰博士 薪酬委員會主席兼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之成員

劉斐先生 審核委員會主席兼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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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審閱本集團本期間之未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與本公司管理層討論關於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會計準則及有關
本集團風險管理、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之事宜。審核委員會已獲董事會授予權力，負責確保
本集團有充足內部監控及其獲得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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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一切資料），
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內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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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廷安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劉廷安先生、卓可風先生及周伙荣先生；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吳文拱先生、魏偉峰博士及劉斐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