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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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度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ASM 於六個月內錄得營業額接近 10 億美元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 

 

 集團營業額創新高達 9.444 億美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分別增加 76.3%及 

37.4%  

 盈利為港幣 14 億元，每股盈利為港幣 3.55 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分別增

加 22.5%和減少 16.9% 

 裝嵌及包裝設備業務營業額達 5.315 億美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增長 20.9%，較前

六個月則減少 7.9% 

 引線框架業務營業額達 1.03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7.6%，較前六個月則減少 6.1% 

 SMT 設備業務營業額達 3.096 億美元，佔集團營業額 32.8% 

 新增訂單總額為 8.128 億美元，訂貨對付運比率為 0.86 

 自二零零二年起穩佔全球半導體裝嵌及包裝設備行業第一位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底的現金結存達港幣 20 億元 

 整合新收購的 SMT 設備業務進展順利 

 

二零一一年第二季度 

 

 集團營業額創新高達 5.107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激增 66.5%，較前一季度增長 17.6% 

 盈利達港幣 7.315 億元，每股盈利為港幣 1.84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7.3%，亦較前一

季度增長 8.3% 

 裝嵌及包裝設備業務營業額達 2.848 億美元，較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增長 11.3%，亦

較前一季度增長 15.3% 

 引線框架業務營業額達五千八百萬美元，較前一季度增長 27.9%，亦較去年同期增長

13.9% 

 SMT 設備業務營業額達 1.679 億美元，較前一季度增長 18.3% 

 新增訂單總額為 3.684 億美元，較前一季度減少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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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會欣然宣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業績如下： 

 
業績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集團」或「ASM」)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港幣73億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港幣42億元增加76.3%，及較前六個月

增加37.4%。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14億元，而二零一零年同期與前

六個月則分別錄得盈利港幣11億元及港幣17億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之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3.55

元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 港幣2.91元，二零一零年下半年: 港幣4.29元)。 

 

 
派息 
 
鑑於集團持續擁有充裕流動資金及穩步增長的股本基礎，董事會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1.60
元(二零一零年: 每股港幣1.60元)。儘管集團維持派發高息，以及過去數年不斷擴大產能及研發

能力，集團仍持續產生強勁正現金流量。這允許ASM得以繼續貫徹於過去數次業績公布時明確

指出將剩餘現金回饋予股東的審慎政策，並預留適量的股東資金作集團營運之用。集團於本年度

派息時已考慮到為進一步把握市場商機及滿足客戶對集團產品的需求而擴大產能及研發能力的需

要，及支持集團整合新收購的SMT設備業務須提供之財政承擔。 
 

集團將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七日至八月十九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

確保獲派是次中期股息，所有股票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四時

前，送達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公司股份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中期

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左右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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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營業額 2 7,348,618 4,167,155 

銷貨成本  (4,551,061) (2,251,841)   _________ _________ 

毛利  2,797,557 1,915,314 

其他收益  14,948 14,390 

銷售及分銷費用  (427,494) (283,969) 

一般管理費用  (203,768) (128,791) 

研究及發展支出  (413,283) (203,586) 

其他收益及虧損  (31,084) 15,663 

財務費用  (1,901) (1)   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前盈利   1,734,975 1,329,020 

所得稅開支 4 (328,013) (180,655)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期間盈利  1,406,962 1,148,365    
 
本期間之其他全面收益 

- 換算海外營運公司匯兌差額  139,657 15,923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546,619 1,164,288   _________ _________ 
 
   

每股盈利 6 
  -基本  港幣 3.55 元 港幣 2.91 元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攤薄  港幣 3.55 元 港幣 2.91 元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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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43,567 1,528,498 

  無形資產  13,417 - 

 預付租賃費用  28,897 28,782 

  已抵押銀行存款  224,950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之按金  73,781 65,511 

 已付之租金按金  8,397 10,261 

  遞延稅項資產  72,524 23,495 

 其他非流動資產  3,268 -   _________ _________ 
  2,368,801 1,656,547   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 

   存貨  3,186,402 1,624,18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7 3,607,567 2,280,470 

 預付租賃費用  996 977 

  衍生金融工具  8,368 - 

 可收回所得稅  8,549 - 

 原到期日逾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 76,79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985,417 1,978,182   _________ _________ 
  8,797,299 5,960,609   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8 3,221,824 1,993,404 

衍生金融工具  1,859 - 

 撥備項目  412,054 - 

應付稅項  676,276 482,992 

  銀行貸款  166,715 -   _________ _________ 
  4,478,728 2,476,396   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  4,318,571 3,484,213   _________ _________ 
  6,687,372 5,140,760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9,612 39,612 

  股息儲備   633,790       1,267,581 

其他儲備  4,809,969       3,832,957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5,483,371 5,140,150   _________ 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 

  退休金計劃及其他承擔  32,115 - 

 撥備項目  82,254 - 

遞延稅項負債  663 610 

其他負債及應計項目  1,088,969 -   _________ _________ 
  1,204,001 610   _________ _________ 
  6,687,372 5,140,760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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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1. 主要會計政策 

除衍生金融工具按公平價值計量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於本中期期間，集團已收購 Siemens Aktiengesellschaft 轄下分佈於十一個國家（包括德

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英國、法國、奧地利、美國、墨西哥、新加坡、瑞

典、意大利及巴西）經營電子裝嵌業務的十三間直接及間接附屬公司（「SEAS 實體」）

之全部權益（「收購」）。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之截至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完全一致，惟下文所述有關本集

團於本中期期間因收購始採納適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除外。 

 

業務合併 

   

收購業務乃採用收購法入賬。於業務合併時轉讓的代價按公平價值計量，即本集團對被收

購公司前擁有人所轉讓的資產、所產生的負債及本集團就換取被收購方的控制權所發行的

股權於收購日的公平價值總和。與收購事項有關的成本於產生時在損益中確認。 

 

於收購日，所收購的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債於收購日按其公平價值予以確認，惟遞延稅

項資產或負債及與僱員福利安排有關的負債或資產分別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

稅」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僱員福利」確認及計量除外。 

 

商譽是以所轉讓的代價、任何非控股權益於被收購方中所佔金額及收購方先前持有的被收

購方股權的公平價值（如有）的總和，超出所收購的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的負債於收購日

期的淨額的差額計算。倘經過重新評估後，所收購的可識別資產與承擔負債於收購日期的

淨額高於轉讓的代價、任何非控股權益於被收購方中所佔金額及收購方先前持有被收購方

股權的公平價值（如有）的總和，則差額即時於損益內確認為議價收購收益。 

 
倘於合併發生之呈報期末仍未完成業務合併之初步會計處理，本集團則就仍未完成會計處

理之項目呈報暫定金額。該等暫定金額於計量期間內作出調整，或確認額外資產或負債，

以反映獲得有關於收購日已存在事實及情況之新資料，而倘知悉該等資料，將會影響於當

日確認之金額。計量期間由收購日起計不超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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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會計政策（續） 

 

退休福利成本 

 

關於界定福利退休福利計劃，提供福利成本按預計累積福利單位法釐定，並於報告期末進

行精算評估。所有界定褔利計劃的精算收益及虧損於其產生期間於其他全面收益中立即確

認。過往服務費用按有關福利成本之歸屬程度予以即時確認，否則按平均期以直線法攤

銷，直至經修訂福利歸屬為止。 

 

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之退休福利責任指界定福利責任之現值就未確認的過往服務費

用作調整及減去計劃資產的公平價值。任何以此計算方法得出的資產，均限於未確認精算

虧損及過往服務費用，加可動用退款現值及未來計劃供款扣款。 

 

無形資產 

 

於業務合併中收購的無形資產 
 

業務合併中所收購之無形資產乃於商譽以外另行確認，並於收購日按公平價值（視為成

本）予以初次確認。 

 

於初次確認後，有限定使用年期之無形資產乃按成本減除其後累計攤銷及任何累計減值虧

損列賬。有限定使用年期之無形資產按彼等之估計使用年期以直線法予以攤銷。  
 

無形資產的減值虧損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均會審閱其無形資產之賬面值，以確定該等資產是否已出現減值虧

損。倘有任何該等跡象存在，本集團會估計該等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以確定任何減值虧損

（如有）。此外，尚未可供使用之無形資產將會每年及每當有跡象顯示可能出現減值時進

行減值測試。如估計某項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低於其賬面值，該項資產之賬面值則須減低至

其可收回金額。減值虧損將即時確認為開支。 

 

倘某項減值虧損其後撤回，該項資產之賬面值則須增加至重新估計其之可收回金額，惟增

加後之賬面值不得超過若在以往年度並無減值虧損而釐定之賬面值。減值虧損撤回時將即

時確認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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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會計政策（續） 

 
存貨 

 

表面貼裝技術設備之存貨乃按成本值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之較低值入賬。成本乃按加權平均

成本法計算。 

 

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工具開始以衍生合約簽定日之公平價值確認，再在其後每個報告期末按公平價值重新

計量。所得收益或虧損即時於損益確認。 

 

撥備 

 

倘本集團因過往事件而須承擔當前責任，而本集團很大機會須抵償該責任時，須確認撥

備。撥備乃經考慮責任所附帶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後，根據報告期末為抵償該當前責任而

須承擔代價的最佳估計而計量。倘撥備乃使用抵償該當前責任的估計現金流量計量，其賬

面值為該等現金流量的現值（倘影響重大）。 

 

於業務合併中收購之或然負債 

 

於業務合併中收購之或然負債於收購日按公平價值初次計量。在初次確認後，該或然負債

價值為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確認之價值及初次確認之

價值減累計攤銷（如適用）兩者之較高值確認。 
 

於本中期期間，集團已首次採用部份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而於本集團由二零一一年一

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的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以下統稱「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採用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的數額及/或於該等綜

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披露，概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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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集團有三個（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兩個）營運分部：銷售裝嵌及包裝設

備、表面貼裝技術設備及引線框架。在收購（見附註第1項）完成後，集團於本中期期間引

入經營表面貼裝技術設備，因而於本中期期間新增了一個營運分部。新的營運分部從事表

面貼裝技術配置機之開發、生產、銷售及服務。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在對分部作資源分

配及評估其表現上所定期審閱的有關不同部門之內部報告作為確定經營分部之基準。本集

團組織及管理是圍繞這三個（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兩個）由集團製造的

主要產品系列。分部業績為每個分部所賺取之除稅前盈利（不包括利息收入、財務費用、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未分配一般管理費用之分配）。 

 

本集團以經營分部分析之營業額和業績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營業額及業績   
 

 對外客戶分部營業額 

 裝嵌及包裝設備 4,135,831 3,420,037 

 表面貼裝技術設備 2,409,050   -  

 引線框架 803,737 747,118   ___________ __________ 

  7,348,618 4,167,155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分部盈利（虧損） 

 裝嵌及包裝設備 1,529,426 1,284,077 

 表面貼裝技術設備 287,963 - 

 引線框架 (32,522) 64,104   __________ __________ 
  1,784,867 1,348,181 

 利息收入 11,578 2,197 

 財務費用 (1,901) (1) 

 未分配其他收入 53 26 

 未分配一般管理費用 (59,622) (21,383)   __________ __________ 
 除稅前盈利 1,734,975 1,329,020 

  __________ __________ 
 

由於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沒有對經營分部之有關資產及負債作定期審閱，有關之資料

並無在此呈列。 
 

所有分部取得的分部營業額都是對外客戶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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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主要產品之營業額 

 

本集團以主要產品分析之營業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裝嵌及包裝設備 4,135,831 3,420,037 

 銷售表面貼裝技術設備 2,409,050  -  

 銷售引線框架 803,737 747,118    __________ __________ 
  7,348,618 4,167,155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客戶地區分部 

                             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 3,490,387 1,456,396 

 歐洲 1,258,182 20,074 

 馬來西亞 566,777 616,757 

 台灣 466,307 691,396 

 美洲 301,179 91,596 

 日本 289,867 124,159 

 韓國 252,179 584,327 

 菲律賓 210,047 182,586 

 泰國 200,523 187,132 

 香港 182,260 133,961 

 新加坡 93,382 63,861 

 其他 37,528 14,910   _________ _________ 
  7,348,618 4,167,155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3. 折舊及攤銷 

 

於本期間內，計入集團損益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無形資產之攤銷分別為港幣

1.727億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港幣1.091億元）及港幣二百五十萬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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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支出包括： 

  

本期稅項 : 

 香港 109,177 138,295 

 其他司法權區 212,679 41,405   _________ _________ 
  321,856 179,700    

遞延稅項： 

 本期間 6,157 955 
     _________ _________     
  328,013 180,655      _________ __________ 

現行稅項 : 

(a) 香港利得稅是按本期估計應課稅盈利以稅率16.5%（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之

 六個月：16.5%）計算。 

 

(b)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法」）

 及其執行規章，集團於中國的附屬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由10%及15%逐步調升至

 25%。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於中國的附屬公司的有關稅率介乎

 24%至25%之間（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介乎22%至25%）。 

 

(c) 集團的一間主要附屬公司，ASM Technology Singapore Pte Limited（「ATS」）過往

 曾獲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頒發「生產總部」（「MH」）榮譽，根據授予

 之稅務獎勵計劃，本集團在新加坡由ATS生產之若干半導體設備及物料新產品所產

 生之盈利毋須課稅，自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起十年內，在ATS於有關期間履行若干

 條件下，該等優惠方為有效。該等優惠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限屆滿。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二日，ATS獲EDB授予Pioneer Certificate （「PC」），指本集

 團若干設備及引線框架新產品所產生之盈利將毋須課稅，所指定新產品於介乎二零

 一零年六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之間開始或將開始生效十年內，在ATS於有

 關期間履行若干條件下，該等優惠將為有效。EDB亦授予ATS一個五年的發展及擴

 展獎勵計劃，指本集團若干現有產品所產生之盈利將獲得優惠稅率為10%的稅務優

 惠，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五年內，在ATS於有關期間履行若干條件下，該等優

 惠將為有效。 

 

  於同日，EDB 亦頒發一項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Award 予 ATS，由 ATS 進行若

 干合格的活動所產生之收益（與在新加坡境內公司或最終客戶的商業交易所產生之

 收益則除外）將獲得優惠稅率為 5%的稅務優惠，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十年內，

 在 ATS 於有關期間履行若干條件下，該等優惠將為有效。 

 

 由ATS的活動所產生而未涵蓋在上述之稅務獎勵計劃內之收益，則根據新加坡現行

 的公司稅率17%（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17%）而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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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續） 
    

(d)  本集團於德國的附屬公司現行稅項乃根據所有已分配及保留盈利按企業所得稅率        

15.00%加上按企業所得稅 5.50%計算的團結附加費而計算。除企業所得稅外，貿易

稅亦加徵於應課稅收入。於本期間，於德國之附屬公司之應課稅收入須徵收德國貿

易稅（本地所得稅），稅率為 17.00%。因此，總稅率為 32.83%。 

 

(e)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根據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遞延稅項支出主要是來自稅項折舊免稅額與計入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折舊費用之暫時性

差距的稅務影響。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本公司繼續接獲香港稅務局來函，查詢有關本集團

若干附屬公司的香港利得稅及其他稅項之資料。此查詢可能引致一些海外附屬公司之盈

利被額外徵收稅款，而該盈利在以往期間並未被包括在香港利得稅的徵收範圍內。於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購買如附註第 7 項所披露的港幣 1.843 億元（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379 億元）之儲稅券。 

 

 基於本公司所取得的法律及其他專業意見，董事會繼續認為已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上作

出足夠稅項撥備，而已購買的儲稅券是可全部收回的。 

 
 

5.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已確認為分配之股息 

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每股港幣2.10元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每股港幣 1.20 元) 

        派發予 396,119,000 股 (二零一零年: 394,392,100 股) 831,850 473,270 

二零一零年特別股息每股港幣1.10元(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第二次特別股息每股港幣0.40元 

 派發予 396,119,000 股 (二零一零年: 394,392,100 股) 435,731 157,757 

  _________ ________ 
  1,267,581 631,027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 
 於中期報告期終後宣派股息 

二零一一年中期股息每股港幣1.60元  

 (二零一零年: 港幣1.60元) 派發予396,119,000股 

 (二零一零年: 394,392,100 股)   633,790 631,027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後宣派的股息將派發予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名列本公司股東

名冊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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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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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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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962 1,148,365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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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119 394,392 

 來自僱員股份獎勵制度之潛在攤薄影響之股數 579 510   _______ _______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396,698 394,902 
     _______ _______ 
 
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 2,896,410 1,895,898 

 可從 Siemens AG 收回的款項(附註 a) 64,065 - 

 ASM International N.V. 所欠款項 - 貿易(附註 b) - 30 

 可收回儲稅券 184,329 137,929 

 可收回增值稅 335,754 198,657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35,406 58,217   _________ _________ 
  3,615,964 2,290,731 

 

    

 扣除：列於非流動資產下之已付非流動租金按金 (8,397) (10,261)   __________ _________ 
  3,607,567 2,280,470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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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續） 

 
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尚未到期 2,075,837 1,444,641 

 逾期 30 天內 455,797 252,653 

 逾期 31 至 60 天 193,952 116,569 

 逾期 61 至 90 天 92,986 50,781 

 逾期超過 90 天 77,838 31,254   ___________ __________ 
  2,896,410 1,895,898      __________ __________ 
 

附註： 
 

(a) 根據Siemens Aktiengesellschaft (「賣方」或「Siemens AG」) 與本公司訂立之主要收

 購協議（見附註第1項），Siemens AG承諾向本集團支付款項以向SEAS實體補償就於

 收購完成前開始及收購完成前或後終止之任何應稅期間，當Siemens AG仍為SEAS實
 體之實益持有人時被徵收的任何及所有稅項。該可從Siemens AG收回的款項為SEAS
 實體可獲稅務補償之稅項負債總額，因此可從Siemens AG收回。當集團支付相關

 稅項後，此應收款項即到期收回。 

 

(b)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ASM International N.V. 所欠款項均尚未到期、無抵

 押、無利息及根據一般貿易條款規定償還。ASM International N.V. 為本公司之最終控

 股公司。彼於荷蘭註冊成立。 
 

信貸政策： 客戶付款方法主要是信貸加已預收的訂金。發票通常在發出後三十至六十天內

到期付款，惟若干信譽良好的客戶則除外，其付款期會延長至三至四個月。每

一客戶均訂有最高信貸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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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款 1,537,899 982,204 

 應付 Siemens AG 的款項（附註 a） 198,424 - 

 欠 ASM International N.V. 附屬公司款項－貿易（附註 b） 80 880 

 應計費用 831,035 515,963 

 應付代價 95,604 - 

 己收取的客戶預付按金 356,299 280,848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所產生之應付賬款 181,553 206,137 

 其他應付賬款 20,930 7,372    _________ _________ 
  3,221,824 1,993,404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尚未到期 1,076,625 615,949  

 逾期 30 天內 271,208 270,895 

 逾期 31 至 60 天 137,558 72,067 

 逾期 61 至 90 天 43,596 16,977   

 逾期超過 90 天 8,912 6,316   _________ ________ 
  1,537,899 982,204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附註 : 
 

(a) 該金額乃SEAS實體應付予Siemens AG之股息權利，該款項並無抵押及利息。 

 

(b) 欠ASM International N.V.附屬公司款項均尚未到期、無抵押、無利息及根據一般貿易

條款規定償還。 

 

採購貨品之一般信貸期介乎 30 至 90 日之間。本集團訂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

應付賬款均於信貸期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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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一一年是 ASM 一個新的里程碑，標誌著集團正邁進另一增長新里程。整合新收購的表面貼

裝技術（「SMT」）設備業務至集團核心業務的過程順利，有助推動集團於過去六個月及本年

第二季度的營業額創新紀錄。事實上，即使沒有 SMT 設備業務的額外貢獻，集團本年第二季度

的營業額與以往高峰期相若。此外，單是集團於二零一一年首六個月的營業額及盈利（包括

SMT 設備業務在內）已超越除二零一零年外所有過往年度的全年業績。 

 

集團於二零一一年第二季度錄得營業額 5.107 億美元，較前一季度增加 17.6 %，亦較去年同期

激增 66.5%。於二零一一年首六個月，集團營業額達 9.444 億美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及下半

年分別增加 76.3 %及 37.4 %。 

 

二零一一年第二季度盈利為港幣 7.315 億元，較前一季度及去年同期分別增加 8.3 %及 7.3%。於

二零一一年首六個月，盈利為港幣 14 億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分別增加 22.5 %及減

少 16.9%。 

 

集團業績錄得創新紀錄，主要是由於過往數個季度市況暢旺而累積大量未完成訂單，再加上

SMT 設備業務的貢獻所致。於第二季度，集團所有業務（包括裝嵌及包裝設備、引線框架及

SMT 設備業務）的營業額與去年同期及前一季度比較均錄得雙位數增長。過去六個月穩健的表

現，反映集團各方面的實力雄厚，包括具備發展多元化產品及應用市場的能力、穩固的市場地位

及穩健的財務狀況，以及成功拓展至與集團現有業務優勢互補的 SMT 設備市場。集團於過去六

個月的資本回報率及銷售利潤率分別為 31.7%及 23.5%。 

 

於二零一一年首六個月，裝嵌及包裝設備業務的營業額為 5.315 億美元，相等於集團總營業額的

56.3%，與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及下半年比較，分別增加了 20.9%及減少了 7.9%。於二零一一年第

二季度，裝嵌及包裝設備的營業額為 2.848 億美元，較前一季度及去年同期分別增加 15.3%及

11.3 %。 

 

集團的引線框架業務錄得營業額 1.033 億美元，佔二零一一年上半年集團總營業額的 10.9%，較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分別增加 7.6%及減少 6.1%。於二零一一年第二季度引線框架業務錄

得營業額五千八百萬美元，較前一季度及去年同期分別增加 27.9%及 13.9 %。 

 

然而，由於金屬價格高企，集團的引線框架業務於本年度上半年錄得經營虧損港幣三千二百五十

萬元。為修正金屬價格與引線框架價格的失衡狀況，集團一方面推行節省成本措施，另一方面致

力與客戶分擔成本的增加。 

 

於二零一一年首六個月，SMT 設備業務的營業額為 3.096 億美元，佔集團營業額的 32.8%。於二

零一一年第二季度，SMT 設備業務營業額為 1.679 億美元，較前一季度增加 18.3%。於二零一一

年首六個月，SMT 設備業務為集團帶來港幣 1.321 億元的盈利，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為

11.3%，毛利率為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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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集團五大客戶佔集團總營業額合共 14.1%，並無單一客戶佔超過 10%，顯

示集團積極推行的市場多元化策略繼續獲得成效。集團亦享有在各主要市場作多元化發展的健康

成果。按地區劃分，中國、歐洲、台灣、馬來西亞及美洲為 ASM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五大市

場，中國（包括香港）仍是集團的最大市場，市場佔有率維持於 50.0%，緊隨其後的是歐洲

(17.1%)、馬來西亞(7.7%)、台灣(6.3%)、美洲(4.1%)、日本(3.9%)及韓國(3.4%)。集團多元化

產品組合現已擴大至包括 SMT 裝貼配置產品，繼續成為集團的優勢之一，尤其是引入 SMT 設備

業務後，擴大了 ASM 於歐洲及美洲的市場地位。集團近年來優秀的財務表現足以證明集團的產

品已獲得更多客戶的肯定。於回顧六個月期間，集團 80%的營業額來自 240 名客戶。於本年度上

半年，20 名主要客戶中有四名客戶是來自 SMT 設備業務。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新增訂單總額為 8.128 億美元，較去年下半年增加 46.2%。於過去六個月，

集團的訂貨對付運比率（以訂貨淨額除付運額計算）為 0.86。 

 

二零一一年第二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為 3.684 億美元，較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減少 17.1%。由於

第二季度訂單減少，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未完成訂單總額為 4.547 億美元（二零一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5.939 億美元)。第二季度的訂貨對付運比率為 0.72。 

 

集團近期訂單減少，主要由於全球經濟放緩，影響半導體裝嵌及包裝設備市場的需求。疲弱的

LED 市場則主要由於背光源組件（「BLU」)市場的產能使用率低所致。集成電路及離散器件產

品的裝嵌設備需求似乎亦於第二季度後期開始放緩。可幸的是 SMT 設備的需求仍保持穩定，並

於整個第二季度得以維持。 

 

隨著整合 SMT 設備業務後，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總存貨量增加至港幣 32 億元（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6 億元)。透過積極的營運資金管理，集團的年度存貨週轉率為

6.11 倍（二零一零年上半年：7.67 倍）。 

 

應收賬款週轉率由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 80.7 天減少至 71.3 天。通過有效的營運資金管理，使集

團錄得自由現金流達港幣 5.533 億元，過去六個月的投入資本回報率為 31.8%。 

 

於首六個月，資本性支出為港幣 4.31 億元，部份由同期的折舊港幣 1.73 億元所支付。 

 

集團於五月派發了上年度之末期及特別股息共港幣 12.676 億元，加上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投放

的資本性投資，連同就收購 SMT 設備業務向 Siemens AG 付款後，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現

金結存為港幣 20 億元，較六個月前減少港幣七千萬元。流動比率維持於 1.96，股本負債比率為

84.3%，加上集團從本體營運增長持續產生正現金流量，以上數據允許 ASM 管理層建議以派發

股息的形式將剩餘現金回饋予集團股東。 



17 

 
 

業務回顧（續） 
 

SMT 設備整合活動進展 

 

集團在整合 SMT 設備業務方面進展理想，在進行收購時預計的協同效益已獲確認。位於德國的

工程人員對集團亞洲團隊的生產能力及專業知識深表欣賞，同時亞洲的工程師及其他員工亦對德

國所開發的先進技術稱頌有加。 

 

集團的工程師現正積極著手減省成本及進行內部採購以實現潛在的協同效益。ASM 的亞洲研發

隊伍運用內部開發的技術，開始為 SMT 設備設計不同部件及模組，以提升設備能力及減省成

本，而交付予 SMT 設備團隊的產品原型已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 

 

協同效益亦反映於產品開發方面。集團的亞洲工程師正著手研發一款非常先進的新型焊接機，此

焊接機將結合現時 SMT 設備所使用的模組，並預期將於本年底前交付予集團其中一位主要客

戶，用於下一代先進的晶片包裝程序。 

 

新收購的 SMT 設備業務已為集團帶來即時及重大的貢獻。SMT 設備業務大幅推動集團的營業額

增長 48.8%，並於收購後短期內為集團的盈利帶來正面的貢獻。 

 

該項收購代價的最終定價為 86,697,000 歐元。經過若干協商調整（如賣方付出的款項二千九百

萬歐元）後，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向 Siemens 支付中期款項 27,399,800 歐元，初步

估計這項收購將會實現收益約 9 億港元，確實金額需待若干資產及負債估值落實，預期將於下一

季度完成。 

 

展望 
 

在經歷多個季度的強勁增長後，市場步伐放緩乃意料之內。由於各種負面的宏觀經濟因素湧現，

有跡象顯示市場需求出現滯緩。縱使我們未能分辨出任何單一構成此問題的基本因素，然而，現

時全球不明朗因素或對最終用家的需求及投資者信心有負面影響。三月於日本發生的地震和海嘯

以及歐美的主權債務違約危機僅屬今天全球經濟不明朗因素的一部分。有若干因素顯然屬短暫性

質，短期內可能會自行回復。其他問題在進一步削弱全球信心前必需採取果斷態度解決，否則，

將會妨礙企業投資及進一步影響經濟增長。 

 

縱然有報告提出半導體行業出現少量存貨過剩的問題，市場普遍認為可望於第三季度末期將過剩

存貨消耗。宏觀經濟情況可能仍然是影響短期市場前景的重要因素。有見及此，現時難以確定宏

觀經濟的情況將會是改善還是轉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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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續） 
 
LED 設備市場持續疲弱的時間較我們所預計的為長。本年第二季度背光源組件(「BLU」)的產能

使用率仍然偏低。在現時不穩定的宏觀經濟情況下，此市場環節可能進一步延遲復甦。 

 

目前，有關上述問題的嚴重性及持久性均未能清楚預見。環球經濟可能僅經歷一段短暫的疲弱時

期，情況可能會因全球積極集中力量解決問題而迅速好轉。但無論如何，我們認為像二零零八年

般的重大全球性金融危機不大可能會發生。 

 

我們仍然相信消費者對電視機、汽車、智能電話、便攜式電腦及平板電腦的需求是全球半導體行

業的增長動力。我們沒有理由相信該等產品的需求會大幅縮減，除非全球經濟會經歷長期衰退，

然而我們相信這可能性不大。 

 

面對週期性波動，我們應該抖擻起來，進一步加強本身的競爭優勢。我們意識到 ASM 在過去兩

年迅速發展，公司規模已經變得更大。市場放緩正是讓 ASM 有機會整固其發展步伐，並致力發

展令集團更強大的項目。當一家公司的堅穩根基能夠維持或加強，該公司便可在充滿挑戰的市況

中繼續壯大。ASM 一向傲視同儕，定將繼續受惠於其領導地位。 

 

儘管行業可能會面對週期性不利因素，但整體來說我們對二零一一年仍然審慎樂觀。其中，

ASM 受惠於 SMT 設備業務的收購項目，故於本年度的營業額將錄得強勁的增長。此外，LED 及

SMT 設備市場具長遠潛力，ASM 現處於有利位置，當市場回復以往強勢即可及時捕捉機遇。我

們相信消費產品如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等日益普及，以及新興市場的持續增長，均是未來刺激需

求的關鍵。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全部守則條文， 惟有以下偏離行為: 

 
守則條文A.4.1 

 
本公司未有採納守則條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本公

司全體非執行董事的委任均沒有指定任期，惟實際上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彼等均須至少

每三年一次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換卸任及須再次參選方可連任，故此本公司認為此組織章程

細則條文實際上足以達到有關守則條文的根本目的。 

 

本公司定期檢討企業管治方案，以確保遵守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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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彼等於審計、法律事宜、商業、會

計、企業內部監控及監管事務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聯同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未經審

核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其上市證券，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亦並無購買或

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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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