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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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 

第三季度未經審核業績公布 
 

 

ASMPT 收入及盈利皆創新高 
二零一七年首九個月 
 

 集團收入創新高達 17.1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3.9% 
 
 盈利為港幣 23.4 億元，包括因調整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所產生的非現金收益港幣 2.021

億元，較去年同期激增 120.9% 
 
 扣除非現金收益港幣 2.021 億元，集團盈利為港幣 21.4 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01.9%，如二零一一年同期盈利不包括因收購 SMT 設備業務所產生的非現金議價收購
收益港幣 10.8 億元，盈利創新高 

 
 二零一七年首九個月每股盈利為港幣 5.78 元 

 
 後工序設備業務收入創新高達 8.57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1.6% 
 
 SMT 解決方案業務收入創新高達 6.40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0.0% 

 
 物料業務收入創新高達 2.10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6.7%  
 
 新增訂單總額創新高達 18.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1.1% 

 
 於第三季度末，未完成訂單總額為 5.78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9.1%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 
 

 集團收入創新高達 6.54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一季度分別增加 21.8%及 15.5% 
 
 盈利為港幣 8.628 億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一季度分別增加 49.3%及 14.9%，如二零一一

年第一季度盈利不包括上述非現金議價收購收益港幣 10.8 億元，盈利創季度新高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每股盈利為港幣 2.12 元 
 
 後工序設備業務收入為 2.88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1%，較前一季度則減少 6.9% 
 
 SMT 解決方案業務收入創新高達 2.915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一季度分別增加 54.5%

及 57.5% 
 
 物料業務收入創新高達 7,42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一季度分別增加 17.3%及 3.9% 
 
 新增訂單總額為 5.74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1.8%，較前一季度則減少 13.1%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底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結存為港幣 26.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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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會欣然宣布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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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PT」)於截至二

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收入為港幣51.1億元(6.54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42.0億
元(5.406億美元)增加21.8%，亦較前三個月的收入港幣44.2億元(5.686億美元)增加15.5%。 

 

集團三個月的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8.628億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49.3%，亦較前三個月增

加14.9%。三個月期間的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2.12元(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度：港幣1.44元，二零一

七年第二季度：港幣1.85元)。 

 

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錄得收入為港幣133.0億元(17.1億美元)，較去年同期

的港幣107.3億元(13.8億美元)增加23.9%。集團首九個月的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23.4億元，較二

零一六年同期增加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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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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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收入 1 5,110,083 4,196,922 13,295,484 10,728,204 
銷貨成本  (3,033,562) (2,543,079) (7,903,145) (6,693,878) 
毛利  2,076,521 1,653,843 5,392,339 4,034,326 
其他收益  40,909 16,341 71,656 30,775 
銷售及分銷費用  (376,114) (349,196) (1,065,459) (955,406) 
一般及行政費用  (247,859) (205,577) (661,444) (577,274) 
研究及發展支出  (381,805) (331,761) (1,054,552) (908,612)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  - - 202,104 - 
其他收益及虧損  (7,522) (21,462) (13,511) (52,786) 
財務費用  (41,875) (52,779) (125,576) (144,442) 
重組成本  - (148) - (80,405) 
除稅前盈利  1,062,255 709,261 2,745,557 1,346,176 
所得稅開支  (199,502) (131,246) (402,831) (285,845) 
本期間盈利  862,753 578,015 2,342,726 1,060,331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  865,280 584,108 2,357,532 1,077,223 
 非控股權益  (2,527) (6,093) (14,806) (16,892) 
   862,753 578,015 2,342,726 1,060,331 

      

每股盈利 2     

 - 基本  港幣 2.12 元 港幣 1.44 元 港幣 5.78 元 港幣 2.66 元 

 - 攤薄  港幣 2.08 元 港幣 1.43 元 港幣 5.22 元 港幣 2.6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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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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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盈利  862,753 578,015 2,342,726 1,060,331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其後可能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換算海外營運公司匯兌差額  152,026 (10,299) 470,638 20,127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014,779 567,716 2,813,364 1,080,458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持有人  1,017,299 573,817 2,828,171 1,097,279 
非控股權益  (2,520) (6,101) (14,807) (16,821) 
  1,014,779 567,716 2,813,364 1,08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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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分部資料 

 

本集團以可報告之經營分部分析收入和業績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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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客戶分部收入     

 後工序設備 2,252,658 2,228,406 6,672,256 5,488,558 
 表面貼裝技術(「SMT」)解決方案 2,277,650 1,474,233 4,987,895 3,837,758 
 物料 579,775 494,283 1,635,333 1,401,888 
 5,110,083 4,196,922 13,295,484 10,728,204 

     
分部盈利     
 後工序設備 595,762 546,201 1,746,199 1,149,757 
 SMT 解決方案 504,555 226,267 904,031 425,378 
 物料 46,248 38,272 120,835 128,351 
 1,146,565 810,740 2,771,065 1,703,486 
利息收入 7,329 6,499 23,250 16,666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 - - 202,104 - 
財務費用 (41,875) (52,779) (125,576) (144,442) 
未分配其他(支出)收益 (1,279) 265 (928) 391 
未分配外幣淨匯兌虧損 (7,945) (20,491) (16,413) (55,216) 
未分配一般及行政費用 (40,540) (34,825) (107,945) (94,304) 
重組成本 - (148) - (80,405) 
除稅前盈利 1,062,255 709,261 2,745,557 1,346,176 

     
分部盈利之百分比     
 後工序設備 26.4% 24.5% 26.2% 20.9% 
 SMT 解決方案 22.2% 15.3% 18.1% 11.1% 
 物料 8.0% 7.7% 7.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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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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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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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之本 

  期間盈利） 865,280 584,108  2,357,532 1,077,223 
減：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 
           調整（附註） - -  (202,104) - 
加：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支出  
          （附註） 35,854 -  107,954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 901,134 584,108  2,263,382 1,07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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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904 405,782  408,007 405,071 
      
潛在攤薄影響之股數:      
   - 僱員股份獎勵制度 2,131 1,781  1,571 1,251 
   - 可換股債券（附註） 23,737 -  23,664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股數 433,772 407,563  433,242 406,322 
      

 

附註:   計算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每

股攤薄盈利時，假設本公司之未行使可換股債券已全部兌換為普通股，而本公司持有

人應佔之本期間盈利已撇除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及可換股債券的利息支出的項

目。 

 
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每

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本公司之未行使可換股債券的兌換，因為假設兌換將增加每

股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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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電子業於本年第三季度持續表現理想。預期全球半導體市場將於二零一七年創新紀錄。在此勢頭

帶動下，ASMPT 於第三季度及本年首九個月的集團收入及盈利皆創新高。集團及其三個業務分

部的新增訂單總額均按年錄得增長，其中集團第三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按年增加 31.8%。物料及

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的收入於本年第三季度皆創季度新紀錄。 
 
集團於本年首九個月的收入及新增訂單總額分別較去年同期增加 23.9% 及 31.1%。事實上，全部

三個業務分部的收入於本年首九個月均創新紀錄。集團於本年首九個月的盈利已較去年全年盈利

高出 62.9%。受惠於收入增加，加上過去數年成功實施策略性轉型及積極推行成本減省措施，集

團於本年第三季度及首九個月的盈利皆創新紀錄。本季度的盈利按年及按季分別增加 49.3% 及
14.9%。 

 
集團全部三個業務分部於本年均表現卓越，分別於本年過去三個季度中其中一個季度創季度收入

新紀錄。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為集團的表現帶來重大貢獻，而 SMT 解決方

案業務分部於本季度亦表現出色。幾乎可以肯定集團及其三個業務分部將會於本年創全年收入新

紀錄。 
 

集團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  二零一七年首九個月 
 按季 按年   按年 

新增訂單總額 (億美元) 5.744 -13.1% +31.8%  18.438 +31.1% 
收入 (億美元) 6.540 +15.5% +21.8%  17.073 +23.9% 
毛利率 40.6% -38 點子 +123 點子  40.6% +295 點子 
盈利 (億港元) 8.628 +14.9% +49.3%  23.427 +120.9% 
盈利率 16.9% -9 點子 +311 點子  17.6% +774 點子 

 
基於市場季節性因素，集團第三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按季有所減少。整體市場情況仍然強勁。集

團全部三個業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均按年錄得增長。 
 
於第三季度，集團的訂貨對付運比率為 0.88。於本年第三季度末，集團的未完成訂單總額為

5.78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9.1%。按地區劃分，中國 (包括香港) (51.9%)、歐洲(12.9%)、馬

來西亞(6.8%)、美洲(6.3%)及台灣(5.0%)為本年第三季度集團的首五大市場。 
 
於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及首九個月集團的毛利率均為 40.6%，按年分別改善 123 點子及 295 點子。

集團的盈利於第三季度及本年首九個月分別為港幣 8.628 億元及港幣 23.4 億元。撇除二零一一年

因收購 SMT 業務帶來的一次性收益，盈利皆創新紀錄。 
 
後工序設備業務 
 
CMOS 影像感應器（「CIS」）和集成電路及離散器件半導體市場於本年第三季度保持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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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續) 
 
於第三季度，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的收入為 2.88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1%，較本年第二

季度則減少 6.9%。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收入於本年首九個月創新高達 8.570 億美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 21.6%。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的收入於本年首九個月及第三季度，分別佔集團總收入的

50.2%及 44.1%。 
 
於第三季度，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20.3%，但由於市場季節性因

素，較本年第二季度則減少 23.6%。於首九個月，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較去年同

期增加 28.7%。於本年第三季度，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的毛利率為 48.3%，按季及按年分別增加

23 點子及 299 點子。本年第三季度及首九個月的分部盈利率分別為 26.4%及 26.2%，分別按年上

升 194 點子及 522 點子。 
 

 
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 二零一七年首九個月 

按季 按年 按年 
新增訂單總額 -23.6% +20.3% +28.7% 
收入  -6.9% +1.1% +21.6% 
毛利率 +23 點子 +299 點子 +407 點子 
分部盈利  -9.3% +9.1% +51.9% 
分部盈利率 -68 點子 +194 點子 +522 點子 

 
物料業務 
 
物料業務分部繼續創收入新高，收入於第三季度突破本年第二季度所創的紀錄。於第三季度，物

料業務分部收入為 7,42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及本年第二季度分別增加 17.3%及 3.9%。收入於本

年首九個月創新高達 2.10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6.7%。物料業務分部的收入於二零一七年

第三季度及首九個月，分別佔集團總收入的 11.3 %及 12.3%。 
 
於本年第三季度，物料業務分部的毛利率及分部盈利率分別為 14.7%及 8.0%，分別按年上升 37
點子及 23 點子。 
 
物料業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6.5%，但較本年第二季度則減少 9.2%。在這九個

月期間，物料業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23.2%。 
 
事實上，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的過去十二個月，物料業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超越 3 億

美元的水平，創歷史新高。 
 
  



9 

 
業務回顧 (續) 
 

 
物料業務分部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 二零一七年首九個月 

按季 按年 按年 
新增訂單總額 -9.2% +6.5% +23.2% 
收入  +3.9% +17.3% +16.7% 
毛利率 +171 點子 +37 點子 -174 點子 
分部盈利  +33.7% +20.8% -5.9% 
分部盈利率 +178 點子 +23 點子 -177 點子 

 
SMT 解決方案業務 
 
於本年第三季度，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的收入及分部盈利均創新紀錄。第三季度 SMT 解決方

案業務分部的收入為 2.915 億美元，分別較本年第二季度及去年同期飆升 57.5%及 54.5%。於首

九個月期間，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收入創新高達 6.40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0.0%。本年

首九個月的新增訂單總額亦創新紀錄。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的收入於本年第三季度及首九個

月，分別佔集團總收入的 44.6 %及 37.5 %。 
 
於本年第三季度 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的毛利率及分部盈利率分別為 39.7%及 22.2%，按年分

別上升 74 點子及 680 點子。 
 
於第三季度，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按年飆升 56.2%，但按季則輕微減少 1.0%。

首九個月的新增訂單總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37.2%。事實上，新增訂單總額已經超越二零一六年全

年水平。 
 
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 二零一七年首九個月 

按季 按年 按年 
新增訂單總額 -1.0% +56.2% +37.2% 
收入  +57.5% +54.5% +30.0% 
毛利率 -41 點子 +74 點子 +273 點子 
分部盈利  +120.3% +123.0% +112.5% 
分部盈利率 +631 點子 +680 點子 +704 點子 

 

股份回購計劃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七日，公司宣布本公司董事會已批准一項股份回購計劃，於股票市場回購最高

合共價值港幣 7.8 億元的本公司股份。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公司以總代價港幣 2,400
萬元回購 221,800 股本公司股份。平均購買價為每股港幣 108.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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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根據本年至今的表現，集團預期集團及全部三個業務分部均會創全年收入新紀錄，將集團的年結

帶向高峰。 

儘管本季度的收入較預期高，集團預計於本年第四季度集團的收入仍會較去年同期錄得約十多個

百分比的增長，同時全部三個業務分部將均按年錄得增長。隨著銷售量減少，預計毛利率將從第

三季度的水平回落。 

整體而言，客戶對其第四季度的產能使用情況仍表示樂觀。因此集團預期第四季度的新增訂單總

額將按年錄得單位數百分比增長。 

二零一七年不僅是 ASMPT 創新紀錄的一年，對半導體行業亦是創新紀錄的一年，增長動力廣泛。 

集團相信，雙鏡頭及 3D 感應技術將繼續成為 CIS 業務的主要增長動力。集團亦相信，部份

Android 手機將於二零一八年採用 3D 感應功能，而有關技術亦會為擴增實境(AR)及人工智能(AI)
等新應用開拓商機。汽車電子市場正迅速增長，但主要動力並非單只來自電動車，而是由於大部

份汽車的電子部件含量增加，帶動對半導體器件的需求。「物聯網」的迸發正從根本重塑集團身

處的行業。物聯網(IoT)增加電子模組的半導體含量，並令 AI 變得切實可行。另一方面， AI 及

數據分析將全面釋放 IoT 的潛力，兩者一起更是智能城市及智能工廠的核心賦能技術。IoT、AI
及大數據分析全部與數據息息相關。大量數據將被產生、收集、傳送、儲存及分析。此舉將提升

對更高數據傳送頻寬、較大數據儲存容量及更強勁處理器的需求。5G 網絡預期最早將於二零一

九/二零二零年推出，屆時數據流量將顯著增加，需要更多超大型數據中心支援。而數據中心內

的超快速數據傳訊亦將增加對矽光器件及模組的需求。眾多行內人士均相信摩爾定律(Moore's 
Law)已逐漸減慢。因摩爾定律的「限制」，更多半導體器件的增值將由晶圓生產轉移至先進封

裝，在結構上對 ASMPT 等擁有全面裝嵌設備解決方案的供應商有利。 

集團於過去數年作出的投資，加上廣博深厚的賦能技術及雄厚的財務資源讓其處於無可比擬的地

位，以把握上述趨勢。二零一七年將會是 ASMPT 創新紀錄的一年，集團有信心於未來繼續創造

更多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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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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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Orasa Livasiri 小姐（主席）、樂錦壯先

生、黃漢儀先生及鄧冠雄先生；非執行董事：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及Petrus Antonius 
Maria van Bommel 先生；執行董事：李偉光先生、徐靖民先生及黃梓达先生。   

                

 

承董事會命 
董事 

李偉光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