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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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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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 

第三季度未經審核業績公布 

 

ASM 續創新高 

純利增長逾倍 

        二零一零年第三季度 
 

• 集團營業額創新高達 3.4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激增 72.9%，較前一季度增加
13.5% 

• 盈利創新高達港幣 8.49 億元，每股盈利為港幣 2.15 元，較去年同期激增
111.6%，亦較前一季度增加 24.4%  

• 設備業務的營業額創新高達 2.89 億美元，較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強勁增長
80.8%，亦較前三個月增加 13.2% 

• 引線框架業務的營業額創新高達五千九百萬美元，較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強   
勁增長 42.1%，亦較前三個月增加 15.2%  

• 新增訂單總額達 3.77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減少 28.1%；訂貨對付運比率為 1.08 

•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底的負債為零，現金結存創新高為港幣 15.99 億元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會欣然宣布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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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營業額達港幣27.08億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

15.66億元增加72.9%，與前三個月的營業額港幣23.86億元比較亦增加13.5%。期內，集

團的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8.49億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111.6%，亦較前三個月高

出24.4%。二零一零年第三季度的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2.15元(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港

幣1.02元，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港幣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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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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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1 2,707,574        1,566,087     6,874,729       2,975,227      
銷貨成本 (1,392,964)       (863,899)             (3,644,805) (1,817,466)    
毛利 1,314,610        702,188 3,229,924       1,157,761
其他收益 2,456               1,649            16,846            5,363             
銷售及分銷費用 (166,246)          (123,766)       (450,215)         (276,288)       
一般管理費用 (80,759)            (42,107)         (209,550)         (114,025)       
研究及發展支出 (113,802)          (84,820)         (317,388)         (219,059)       
其他收益及虧損 (2,252)              (229)              13,411            (7,809)           
財務費用 (1)                     -                (2)                    -                
除稅前盈利 954,006           452,915 2,283,026       545,943
所得稅開支 (105,268)          (51,853)         (285,923) (69,977)         
本期間盈利 848,738           401,062 1,997,103       475,966

6,415               2,053 22,338            (72)
855,153           403,115 2,019,441       475,894

每股盈利 2

  - 基本 港幣2.15元 港幣1.02元 港幣5.06元 港幣1.21元

  - 攤薄 港幣2.14元 港幣1.02元 港幣5.05元 港幣1.21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換算海外營運公司匯兌差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本期間之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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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營業額業務分類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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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設備 2,251,460          1,245,061          5,671,497          2,242,686          
   引線框架 456,114             321,026             1,203,232          732,541             

2,707,574          1,566,087 6,874,729          2,975,227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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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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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

  盈利之應佔盈利

  (本期間盈利) 848,738          401,062          1,997,103       475,966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394,392          392,357          394,392          392,357          
來自僱員股份獎勵制度

  之潛在攤薄影響之股數 1,284              1,846              1,011              1,403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395,676          394,203          395,403          393,760          

股份之數量(以千位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股份之數量(以千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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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到目前為止，本年度對集團來說是成績輝煌的一年，受惠於客戶就設備及引線框架所作

出的強勁支出，令集團於本年度首九個月錄得前所未有的增長。有關業務活動頻繁，令

集團踏入第三季度之未完成訂單提升至集團有史以來最高水平。該增長勢頭再次帶動

ASM 業務於本季度的銷售和純利創新高。事實上，集團之純利於過去五個季度已連續創

新高，銷售額亦於過去四個季度連續創下新紀錄。於過去季度，集團未完成訂單再次持

續增長，現時已達至歷史新高為 6.11 億美元。 

 

本年度首九個月足以促使二零一零年成為 ASM 創新高的一年。集團於二零一零年迄今所

錄得的訂單總額、銷售額及純利均已打破過往所有紀錄。 

 

於本年度首九個月，集團營業額達 8.85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31.1%，並超越二零

零七年之全年營業額紀錄 27.5%。設備業務的營業額增加 152.9%創新高達 7.30 億美元，

引線框架業務的營業額亦增加 64.3%創新高達 1.55 億美元。加上強勁的未完成訂單快將

付運，集團今年之銷售勢將突破十億美元。 

 

事實上，集團截至今年九月底之前十二個月期間所錄得的銷售額已突破十億美元。在這

十二個月期間，集團營業額達 11.11 億美元，設備業務及引線框架業務的營業額分別為

9.10 億美元及 2.01 億美元，後者的營業額更為集團有史以來十二個月期間首次超越 2

億美元。 

 

二零一零年首九個月期間集團的訂單創新高達 12.85 億美元。純利達港幣 19.97 億元，

較去年全年的純利超逾一倍，亦較二零零七年錄得的純利高出 57.3%。 

 

二零一零年第三季度的銷售上升至 3.48 億美元，較前一季度增長 13.5%，亦較二零零九

年第三季度之銷售超越 72.9%，也較二零零八年第二季度危機前的季度紀錄高位高出

68.3%。按地區分佈，中國、台灣、韓國及馬來西亞仍是集團的最大市場。 

 

於二零一零年第三季度，設備業務的營業額與去年同期比較增加 80.8%達 2.89 億美元，

亦較上一季度增加 13.2%，佔集團營業額的 83.2%。引線框架業務的營業額與去年同期比

較增加 42.1%達五千九百萬美元，較本年度第二季度進一步增加 15.2%。受惠於集團在中

國福永及新加坡廠房的產能擴大，引線框架業務的銷售於第三季度獲得改善。集團經過

數月來努力滿足客戶對交貨期的期望，使引線框架業務的付運交貨期現時已回復至正常

水平。 

 

於第三季度，由於產量增加以及集團自去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持續致力減省成本，毛利

率得以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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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客戶於年初需求大幅擴張後，於下半年，市場對設備的需求普遍回落，集團的訂單

開始顯著減少。個別客戶亦因為最終用戶需求減弱，要求調整交貨日期或修改訂單。就

此而言，半導體集成電路(「IC」)及發光二極管(「LED」)的市場均有所放緩，然而，

LED 市場所受影響的程度較為輕微。 

 

集團於二零一零年第三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達 3.77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

上升 61.4%及減少 28.1%。集團於上一季度的業績公告，已表示本年度第二季度所錄得的

前所未有的訂單水平將不會持續下去，因此集團對第三季度訂單的減少並不感到驚訝。

然而，儘管市場放緩及銷售增加，集團於二零一零年第三季度的訂貨對付運比率(以訂貨

凈額除付運額計算)仍高於 1，為 1.08。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未完成訂單總額與前

三個月比較增加 5.0%，達 6.11 億美元。市場放緩令 ASM 可在市場勢頭再次回升之前，

努力處理所累積的龐大而未完成之訂單。 

 

集團的現金結存仍維持穩健。儘管集團於八月已派付中期股息，但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

月底之現金結存正處於另一新高。這可提供必需的財務資源，以支持集團於研發及產能

的積極擴展計劃及正待收購項目所需的資金，同時讓 ASM 得以繼續向股東派發理想的股

息。 

 

期內，資產增額達港幣 2.87 億元，部份由本季度的折舊港幣五千六百萬元所支付。隨著

集團致力進一步擴大產能，本年度的資本性支出預算大部份已訂約。 

 

 

展望 
 
對集團及整個半導體行業而言，二零一零年無疑是增長驕人的一年。事實上，市場已預

期本年度半導體行業的營業額將錄得雙位數字的強勁增長。根據最新分析，本年度半導

體營業額勢將超越二零零七年，即是上一個高峰年度。 

 

然而，部份主要經濟體系的經濟復甦情況脆弱，加上負面的市場報告，都為市場帶來不

明朗及不確定因素。由於近期有跡象顯示消費者需求放緩及存貨量上升，半導體的營業

額預測已普遍被調低。於下半年，消費者對個人電腦等電子產品的需求明顯下降。儘管

如此，對集團而言，除非全球的經濟狀況出現劇變，否則集團強勁的未完成訂單將可於

第四季度繼續為 ASM 帶來可觀的銷售。 

 

目前，市場仍未出現任何重大調整的跡象。分析員相信，半導體行業不大可能於二零一

一年大幅下挫。儘管預期全球半導體市場的增長將大幅放緩，但這並不代表市場將開始

有重大的倒退。反而市場預期半導體行業將於過剩供應被消化後回復增長。部份市場分

析員預測，半導體市場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四年間每年將錄得中期增長略超於 4%。因

此，集團對市場仍然充滿信心，並預期市場勢頭將於年終季節性影響過後會重拾升軌，

尤其當客戶制定了來年新的資本性支出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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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需求放緩，為集團的發展及內部資源整合提供良機，並讓集團將未完成訂單控制在

更易於管理的水平，為下一高峰期作好準備。集團仍積極擴大生產力，以更有效地應付

市場對現有產品的需求，以及支持集團透過收購西門子公司旗下電子裝嵌系統業務  

(「SEAS」)進軍表面貼裝技術(「SMT」)業務。 

 

集團位於中國惠州的廠房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初正式啟用，廠房正按計劃發展，逾半數

訂購的機器自廠房啟用後已陸續安裝。雖然廠房仍未處於其最高產能的運作，但部份生

產活動已展開。預期廠房於第四季度末全面投產後，將大大提升生產力。產能上升將進

一步改善設備業務的交貨期。 

 

至於收購 SEAS 方面，集團已取得所有必需的反壟斷批覆。根據與賣方協定的時間表，

若賣方準時提供 SEAS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之已審核財務報告，則集團可於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刊發載有有關該項收購資料之通函，以便於股東特別大會(「EGM」)上
取得對該項收購的批准。股東特別大會預期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初召開。目前集團正積

極進行整合事宜的規劃及籌備工作。 

 

到目前為止，集團的卓越成就是完全透過內部增長達致。在收購 SEAS 後，如集團繼續

成功地發展核心及新興業務，集團深信已建立的穩固基礎，會讓 ASM 於可預見未來進一

步增長成為營業額以數十億美元計的企業。 

 

 

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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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布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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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光先生及周全先生; 非執行董事： Robert Arnold Ruijter 先生

及 Charles Dean del P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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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