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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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0522)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 
第三季度未經審核業績公布 

 
 

ASM積極準備  迎接下一高峰 

 

 集團營業額達 3.915億美元，較前一季度增加 3.7%，較去年同期則減少 0.4% 

 盈利為港幣 2.5 億元，每股盈利為港幣 0.63 元，較前一季度及去年同期分別減少

19.5%及 30.9% 

 裝嵌及包裝設備業務營業額達 1.98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9.2%，較前三個月

則減少 4.2%  

 引線框架業務營業額創新高達六千四百七十萬美元，較前三個月增加 6.2%，亦較

去年同期激增 26.4% 

 SMT 設備業務營業額達 1.28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增加 17.4%，較去年同期則減少
27% 

 新增訂單總額為 2.599億美元，較前一季度減少 41.1%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底的現金結存為港幣 1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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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會欣然宣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

之未經審核業績如下： 

 

業績 
 

謹此欣然報告，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 (「集團」或「ASM」) 於截至二

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營業額為港幣30.35億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30.49億元減少

0.4%，與前三個月的營業額港幣29.27億元比較增加3.7%。期內，集團的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2.5

億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減少30.9%，亦較前三個月減少19.5%。二零一二年第三季度的每股基本

盈利為港幣0.63元 (二零一一年第三季度：港幣0.91元，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度：港幣0.78元)。 

 

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錄得營業額為港幣 81.81 億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

103.98 億元減少 21.3%。集團首九個月的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 7.33 億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減

少 73.9%。二零一一年首九個月盈利包括因收購 SMT 設備業務所實現的非經常一次性收益港幣

10.844 億元。首九個月期間的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 1.85 元 (二零一一年首九個月：港幣 7.08

元)。 撇除上述的一次性收益，集團首九個月的綜合除稅後盈利較二零一一年同期之經常性收益

減少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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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附註 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營業額 2 3,035,466 3,049,077 8,180,757 10,397,695 

銷貨成本  (2,106,820) (2,042,570) (5,551,865) (6,714,519) 

毛利 4 928,646 1,006,507 2,628,892 3,683,176 

其他收益  3,905 3,570 9,777 18,518 

銷售及分銷費用  (244,756) (230,420) (692,979) (657,914) 

一般管理費用  (121,069) (107,466) (333,603) (303,021) 

研究及發展支出  (237,480) (250,318) (671,799) (663,601) 

其他收益及虧損  (14,827) 15,805  (13,433) (15,791) 

財務費用  (1,767) (1,002) (4,781) (2,903) 

議價收購收益  - - - 1,084,427 

除稅前盈利  312,652 436,676 922,074 3,142,891 

所得稅開支  (63,135) (75,450) (188,951) (337,378) 

本期間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盈利  249,517 361,226 733,123 2,805,513 

本期間之其他全面收益 (支出)      

 - 換算海外營運公司匯兌差額  55,615 (113,510) 3,736 26,147 

 - 退休福利計劃的除稅後精算收益  - 17,787 - 17,787 

本期間本公司持有人應佔全面 

收益總額   305,132 265,503 736,859 2,849,447 

      

每股盈利 5     

 - 基本  港幣 0.63 元 港幣 0.91元 港幣 1.85 元 港幣 7.08元 

 - 攤薄  港幣 0.62 元 港幣 0.90元 港幣 1.84 元 港幣 7.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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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 重列之業績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本集團收購 Siemens Aktiengesellschaft (「Siemens AG」) 轄下十三間直

接及間接附屬公司 (「ASM AS實體」) 之全部權益 (「收購」)，所收購之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

負債及或然負債之公平價值以暫定價值計量。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本集團已完成資產及負債於收

購日之公平價值評估並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內調整之前確認之

暫定金額。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業務合併」的要求，本集團確認有關暫定價值之

調整猶如業務合併的會計處理已於收購日完成。因此，有關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

比較數字已予重列。 

 

  有關上文所述於相關期間之重列對業績的影響請參閱附註第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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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分部營業額及業績 
 

本集團以經營分部分析之營業額和業績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對外客戶分部營業額     

 裝嵌及包裝設備 1,541,012 1,292,408 4,214,527 5,428,239 

 表面貼裝技術設備 992,763 1,359,834 2,654,880 3,768,884 

 引線框架 501,691 396,835 1,311,350 1,200,572 

 3,035,466 3,049,077 8,180,757 10,397,695 

     

分部盈利 (虧損)     

 裝嵌及包裝設備 200,675 215,029 652,650 1,744,455 

      

 表面貼裝技術設備     

 

- 計入收購存貨的公平價值 

  調整前之盈利 107,697 227,795 256,944 523,146 

 - 收購存貨的公平價值調整 - - - (120,888) 

 表面貼裝技術設備分部盈利 107,697 227,795 256,944 402,258 

      

 引線框架 35,747 (9,211) 68,721 (41,733) 

      344,119 433,613 978,315 2,104,980 

     

利息收入 2,082 3,382 7,260 14,960 

財務費用 (1,767) (1,002) (4,781) (2,903) 

議價收購收益 - - - 1,084,427 

未分配其他收益 1,620 - 1,617 53 

未分配外幣淨匯兌 (虧損) 收益 (15,133) 16,027 (14,727) (15,002) 

未分配一般管理費用 (18,269) (15,344) (45,610) (43,624) 

除稅前盈利 312,652 436,676 922,074 3,142,891 

     

分部盈利 (虧損) 之百分比     

 裝嵌及包裝設備 13.0% 16.6%  15.5% 32.1%  

 表面貼裝技術設備     

 - 計入收購存貨的公平價值調整前 10.8% 16.8%  9.7% 13.9%  

 - 計入收購存貨的公平價值調整後 10.8% 16.8%  9.7% 10.7%  

 引線框架 7.1% (2.3%) 5.2% (3.5%) 



6 
       

3.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季度的分部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二年 變動 

 九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止三個月 止三個月 止三個月 與 與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第二季度 第一季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比較 比較 

      

對外客戶分部營業額      

 裝嵌及包裝設備 1,541,012 1,608,621 1,064,894 -4.2% 44.7% 

 表面貼裝技術設備 992,763 845,420 816,697 17.4% 21.6% 

 引線框架 501,691 472,491 337,168 6.2% 48.8% 

 3,035,466 2,926,532 2,218,759 3.7% 36.8% 

      

分部盈利 (虧損)      

 裝嵌及包裝設備 200,675 307,287 144,688 -34.7% 38.7% 

 表面貼裝技術設備 107,697 83,828 65,419 28.5% 64.6% 

 引線框架 35,747 36,612 (3,638) -2.4% 不適用 

 344,119 427,727 206,469 -19.5% 66.7% 

      

利息收入 2,082 1,804 3,374 15.4% -38.3% 

財務費用 (1,767) (710) (2,304) 148.9% -23.3% 

未分配其他收入 (支出) 1,620 -  (3) 不適用 不適用 

未分配外幣淨匯兌 (虧損) 收益 (15,133) (5,690) 6,096 166.0% 不適用 

未分配一般管理費用 (18,269) (20,358) (6,983) -10.3% 161.6% 

除稅前盈利 312,652 402,773 206,649 -22.4% 51.3% 

      

分部盈利 (虧損) 之百分比     

 裝嵌及包裝設備 13.0% 19.1% 13.6%    

 表面貼裝技術設備 10.8% 9.9% 8.0%    

 引線框架 7.1% 7.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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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集團業務的營業額，撇除存貨於收購日公平價值增加的影響及議價收購收益後之毛利及除利息及稅

項前盈利之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後工序業務

（附註 a） 

表面貼裝技

術設備業務 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5,525,877 2,654,880 8,180,757 

毛利 1,809,890 819,002 2,628,892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 668,281 251,315 919,596 

    

毛利率 32.8% 30.8% 32.1%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之百分比 12.1% 9.5% 11.2%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後工序業務

(附註 a) 

表面貼裝技

術設備業務 

計入存貨的

收購日公平

價值增加之

影響及議價

收購收益前

總額 

存貨的收購

日公平價值

增加之影響 

議價收購 

收益 

計入存貨的

收購日公平

價值增加之

影響及議價

收購收益後

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6,628,811 3,768,884 10,397,695 - - 10,397,695 

毛利 2,699,551 1,104,513 3,804,064 (120,888) - 3,683,176 

除利息及稅項前

盈利 1,639,798 527,498 2,167,296 (120,888) 1,084,427 3,130,835 

       

毛利率 40.7% 29.3% 36.6%   35.4% 

除利息及稅項前

盈利之百分比 24.7% 14.0% 20.8%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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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集團業務的營業額，撇除存貨於收購日公平價值增加的影響及議價收購收益後之毛利及除利息及稅

項前盈利之分析如下﹕(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後工序業務 

(附註 a) 

表面貼裝技

術設備業務 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042,703 992,763 3,035,466 

毛利 628,920 299,726 928,646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 215,523 96,815 312,338 

    

毛利率 30.8% 30.2% 30.6%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之百分比 10.6% 9.8% 10.3%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後工序業務  

(附註 a) 

表面貼裝技

術設備業務 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689,243 1,359,834 3,049,077 

毛利 557,691 448,816 1,006,507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 186,114 248,183 434,297 

    

毛利率 33.0% 33.0% 33.0%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之百分比 11.0% 18.3% 14.2% 

    

 

附註 a：後工序業務：裝嵌及包裝設備及引線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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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

應佔盈利（本期間盈利） 249,517 361,226  733,123 2,805,513 

      

 

股份之數量 

（以千位計） 

 股份之數量 

（以千位計）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股數 397,309 396,119  397,415 396,119 

來自僱員股份獎勵制度之潛

在攤薄影響之股數 1,226 1,364  876 1,058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股數 398,535 397,483  398,291 397,177 

      

 

 

 



10 
       

6.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修訂)重列對本集團業績的影響﹕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未經審核 

及原列) 

其後公平 

價值調整 

之影響 

(未經審核 

及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0,397,695  - 10,397,695  

銷貨成本 (6,714,519) - (6,714,519) 

毛利 3,683,176  - 3,683,176  

其他收益 18,518  - 18,518  

銷售及分銷費用 (657,914) - (657,914) 

一般管理費用 (303,021) - (303,021) 

研究及發展支出 (663,601) - (663,601) 

其他收益及虧損 (15,791) - (15,791) 

財務費用 (2,903) - (2,903) 

議價收購收益 1,053,565  30,862 1,084,427  

除稅前盈利 3,112,029  30,862 3,142,891  

所得稅開支 (366,495) 29,117 (337,378) 

本期間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盈利 2,745,534  59,979 2,805,513  

本期間之其他全面收益    

 - 換算海外營運公司匯兌差額 26,147   - 26,147  

 - 退休福利計劃的除稅後精算收益 17,787   - 17,787  

本期間本公司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2,789,468   59,979 2,849,447  

    

每股盈利    

  - 基本 港幣 6.93元 港幣 0.15元 港幣 7.08元 

  - 攤薄 港幣 6.91元 港幣 0.15元 港幣 7.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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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雖然處於疲弱的市況下，集團於二零一二年第三季度營業額與第二季度相比，仍能維持相若水
平，足證 ASM 對抗逆境的韌性。值得注意的是，引線框架業務之營業額再創新高。裝嵌及包裝設
備業務之營業額雖較前一季度輕微下跌，但按年則錄得強勁的雙位數增長。SMT 設備業務之營業
額雖較去年第三季度為低，但較第二季度則錄得雙位數增長。 

 

今年第三季度對整體製造業而言是一個艱難的時期。然而，集團於第二季度末享有大量未完成訂
單，使營業額表現相對強勁。第三季度宏觀經濟環境轉差，半導體行業於第二季度所呈現的復甦
趨勢猛然停頓。半導體行業產能的增加，存貨上升，加上需求放緩，最終導致預期中的強勁復甦

未能於第三季度實現。歐洲債權問題、美國經濟增長遲緩及新興國家（尤其是中國及印度）的經
濟增長明顯放慢，均令市場瀰漫著悲觀情緒。 

 

許多客戶表示，其生產較本年上半年減少。復甦動力自本年第三季度開始減弱，甚至連 LED 市場
也受全球經濟不景所拖累。 

 

在 SMT 設備業務方面，市場持續疲弱，亦未有任何跡象顯示低迷市況將會結束。總括而言，生產
智能手機是市場唯一的亮點。集團估計，裝嵌及包裝設備和 SMT 設備市場最快將於二零一三年首
季度下旬復甦。  

 

鑒於上述情況，集團訂單相對於本年第二季度明顯減少。不少客戶要求延後交付，尤其是引線框

架業務（儘管該業務營業額於本季度創新高）。集團相信此乃由於客戶原本預期第三季度業務會
有強勁增長，而決定在第二季度增加存貨以作好準備。然而由於市況轉壞及供應商縮短交付週
期，促使客戶相應調整庫存計劃。但集團相信相關調整經已完成，引線框架訂單預料將於第四季
度逐漸回升。 

 

集團於二零一二年第三季度之營業額達 3.915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增加 3.7%，較去年同期則減少

0.4% 。 

 

裝嵌及包裝設備業務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19.2%達 1.988 億美元，較前一季度則減少 4.2%，
佔集團總營業額 50.8%。引線框架業務營業額創新高達六千四百七十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一
季度分別增加 26.4%及 6.2%，佔集團總營業額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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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SMT 設備業務於第三季度之營業額達 1.28 億美元，較前一季度增加 17.4%，較去年同期則減少
27.0%。於二零一二年首九個月，該業務為集團帶來港幣 1.622 億元盈利貢獻。於第三季度，SMT

設備業務的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與毛利率分別為 9.8%及 30.2%。 

 

按地區劃分，集團於二零一二年第三季度的五大市場為中國（包括香港）（51.9%）、歐洲
（12.1%）、美洲（9.2%）、馬來西亞（8.0%）及台灣（7.6%）。 

 

第三季度訂單總額為 2.599 億美元，較本年第二季度減少 41.1%。首九個月的訂單總額為 11 億美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5.8%。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集團未完成訂單總額為 3.076億美元，較前三個月減少 29.6%。 

 

於第三季度，裝嵌及包裝設備業務表現疲弱，為集團的盈利帶來負面影響。該業務的盈利率（與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相若）從第二季度的 19.1%下降至第三季度的 13.0%。平均售價的下調壓
力、產品組合及較低的銷量是盈利率下降的主因。集團已積極地推行縮減成本計劃，待明年預期
的市場需求回升時，集團能恢復正常的盈利水平。 

 

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底的現金結存為港幣11億元。鑑於經濟疲弱及市況欠佳，集團相應地減少

資本開支。期內資產增額為港幣1.209億元，部份由本季度港幣九千九百六十萬元的折舊及攤銷所

支付。本季度新增資本承擔較上述金額大幅減少。 

 

展望 
 

全球半導體行業的前景很大程度取決於全球經濟展望。在經濟尚未好轉前，客戶作進一步投資的
意欲及信心將持續受經濟不穩及其審慎態度所影響。 

 

由於年底是半導體行業的傳統淡季，因此集團並不預期明年前市況將出現大幅改善。因此，集團
預期第四季將仍是具挑戰的一季。儘管如此，漸趨穩定的需求及嶄新流動設備的推出表現令人鼓
舞，為市場於未來數月帶來增長潛力。 

 

由於半導體行業似乎能迅速地回應瞬息萬變的全球經濟狀況，集團認為供應鏈中存貨囤積的風險

有限。晶片存貨似乎已近最高位，需求亦將可能於年底前從谷底回升。因此，當二零一三年第二

季度市場利好因素重現，產能使用率可趁此良機大幅改善。一旦消費信心恢復，集團預期行業將

出現強勁復甦。當經濟衰退陰霾消散及資本開支再次回升，集團有信心全球半導體行業將保持長

期穩健的增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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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續) 
 

與此同時，集團將加強控制其成本及開支，於充滿挑戰的期間維持生產力及競爭力。集團亦採取
多項積極措施，為下一個高峰期作好準備。尤其是集團計劃加強整合裝嵌及包裝業務與 SMT 設備
業務、強化營運協同效益及進一步減省 SMT 設備業務的成本。集團亦計劃增加外判，以應付未來
高峰期的額外產能需求。為此，集團將致力平衡生產的固定及非固定成本。 

 

集團憑藉多年來建立的財務優勢及研發實力，抓住市場的機遇。管理層繼續以超越目前市場條件
的視野，制訂長遠策略，為客戶提供最高價值的議案。隨著流動設備日漸普及，集團相信市場將
加快採用二點五維及/或三維包裝。ASM 將繼續重點投資於熱壓焊接技術（TCB）及相關範疇以支
持其增長。集團有信心此技術於不久將來會為集團帶來顯著業務商機。 

 

以客為先的宗旨及廣闊的市場推廣網絡，使集團得以迅速回應市場需要。集團已積極準備，把握
半導體週期所出現的每個增長機會。一如以往，集團有信心於行業低潮時繼續轉危為機。 

 

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董事會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Arthur H. del Prado 先生 (主席)、盧燦然先生 

(副主席)、李偉光先生、周全先生及黃梓达先生；非執行董事：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及

Petrus Antonius Maria van Bommel 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Orasa Livasiri 小姐、李兆雄先生

及樂錦壯先生。 

                    

 

承董事會命 

董事 

李偉光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