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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 : 0522) 

二零零七年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布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ASM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及第二季度創新紀錄 

• 集團營業額創新紀錄達 3.0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4.4% 
• 盈利為港幣 5.46 億元，每股盈利港幣 1.41 元 
• 於二零零七年第二季度，設備業務的季度營業額創新紀錄達 1.47 億美元，較前一

季度增加 49.9%，亦較去年同期增加 16.3% 
• 於二零零七年第二季度，引線框架業務的季度營業額創新紀錄達 3,400 萬美元，較

前一季度增加 34.9%，亦較去年同期增加 8.8% 
• 集團的新增訂單總額創新高，於二零零七年第二季度達 1.97 億美元，較前一季度

增加 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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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底，現金結存為港幣 7.06 億元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會欣然宣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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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創新高，達港幣2,373,634,000元，較去年同期港

幣2,273,105,000元上升4.4%，亦較前六個月的營業額港幣2,282,848,000元上升4.0%。期內，

集團的綜合除稅後盈利達港幣546,400,000元，較二零零六年同期減少12.6%，較前六個月增

長4.2%。期內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1.41元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 港幣1.61元；二零零六年下

半年: 港幣1.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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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息 
 

鑑於集團持續擁有充裕的流動資金及穩步增加的股本基礎，董事會現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

股港幣0.70元 （二零零六年：港幣0.70元） 及特別股息每股港幣0.60元 (二零零六年︰港

幣0.75元) 。此派息政策乃貫徹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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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之用。憑藉多年來在微電子市場所建立的穩固

基礎，集團未來不僅致力透過其多元化及高性能的產品擴大市場佔有率，積極加快本體增

長，還會開發具高利潤增長的新市場。集團在短期內沒有重大現金開支，並於過去十年持

續從營運產生顯著正現金流量。 

 

集團將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六日至八月二十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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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特別股息，所有股票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七年

八月十五日下午四時前，送達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公司股份登記處秘

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中期及特別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左右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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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報表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營業額 1 2,373,634                 2,273,105                 
銷貨成本                 (1,358,309)                 (1,207,854)
毛利 1,015,325                 1,065,251                 
其他收益 16,648                      17,328                      
銷售費用 (192,453)                   (182,008)                   
一般管理費用 (85,535)                     (86,786)                     
研究及發展支出 (149,039)                   (138,097)                   
財務費用 (71) (27)
除稅前盈利 604,875                    675,661                    
所得稅開支 3 (58,475) (50,617)
本期間盈利 546,400                    625,044                    

已派付股息 4 466,607                    503,177                    

建議股息 4 505,491                    561,236                    

每股盈利 5
  - 基本 港幣1.41元 港幣1.61元

  - 攤薄 港幣1.40元 港幣1.61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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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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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49,346 858,989
 預付租賃費用 9,133 9,128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之按金 18,951 -                                
 遞延稅項資產 3,035 878

980,465 868,995
流動資產

 存貨 819,377 740,16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6 1,253,489 962,414
 預付租賃費用 494 480
 銀行結餘及現金 705,988 914,681

2,779,348 2,617,73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7 878,281 765,817
 應付稅項 191,302 149,529
 應付銀行票據 2,049 7,244

1,071,632 922,590
流動資產淨值 1,707,716 1,695,146

2,688,181 2,564,14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8,884 38,884
 股息儲備 505,491                    466,607                    
 其他儲備 2,141,596 2,056,58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2,685,971 2,562,07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210 2,067
2,688,181 2,56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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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設備 1,917,021           1,805,701            
  引線框架 456,613              467,404               

2,373,634         2,273,105            
業績

  設備 562,514              570,307               
  引線框架 26,475                90,002                 

588,989              660,309               
利息收入 15,957 15,379
財務費用 (71) (27)
除稅前盈利 604,875 675,661
所得稅開支 (58,475) (50,617)
本期間盈利 546,400 625,04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地區分類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中國大陸 803,096 587,231
  台灣 502,709 412,464
  馬來西亞 297,193 381,592
  韓國 188,739 138,318
  香港 160,436 166,053
  泰國 131,565 202,050
  菲律賓 86,716 102,773
  美國及拉丁美洲 68,690 78,994
  新加坡 46,589 68,794
  歐洲 41,917 61,243
  日本 33,014 47,630
  印尼 10,260 22,363
  其他 2,710 3,600

2,373,634 2,273,10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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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折舊 
 
於本期間內，計入集團損益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為港幣 9,300 萬元 (截至二零零

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港幣 8,240 萬元)。 
 
 

3. 所得稅開支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稅項包括:
香港利得稅                  55,352                  45,136 
在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 5,007                  5,952                  

60,359                51,088                
遞延稅項抵免 (1,884) (471)

58,475                50,617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利得稅是按本期間內估計應課稅盈利以稅率 17.5%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為 17.5%) 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根據有關司法權區個別之現行稅率計算。  
 
 
集團新加坡分部獲當地政府頒發「生產總部」榮譽，根據新加坡稅務當局授與之稅務獎

勵計劃，本集團在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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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分部履行若干條件下，該等優惠將為有效。 
 
 
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經營之部分附屬公司從首個獲利年度起豁免兩年所得稅，其後三

年可減半。  
 
 

遞延稅項抵免主要是來自稅項折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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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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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得稅開支 (續) 
 
本公司接獲香港稅務局 (「稅務局」)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來函，查詢有關本

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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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在香港利得稅的徵收範圍內。 
 
 
期內，稅務局對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於 2000/01 課稅年度的離岸稅項申請提出約港幣

76,050,000 元之保障性利得稅評稅。 
 
 
本集團就該稅項之評估向稅務局提出反對。稅務局同意暫緩繳交所徵收之全部稅款，惟

附屬公司須購買港幣 47,000,000 元之儲稅券。該儲稅券已由附屬公司購買並於簡明綜合

資產負債表附註六「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內列作「可收回儲稅券」。 
 
 
經過本公司聽取法律及其他專業人士意見後，董事會認為集團對於任何額外稅項之評估

能有充足理據進行抗辯，故預期將不會產生重大的稅項負債。因此，董事會認為已在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上作出足夠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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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息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派付股息

二零零六年末期股息每股港幣1.00元

  (二零零五年: 港幣1.00元）派發予388,839,000股

  (二零零五年: 387,059,500股) 388,839         387,059            
二零零六年第二次特別股息每股港幣0.20元

  (二零零五年: 港幣0.30元) 派發予388,839,000股

  (二零零五年: 387,059,500股) 77,768           116,118            
466,607       503,177            

建議股息

建議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70元

  (二零零六年: 港幣0.70元) 派發予388,839,000股

  (二零零六年: 387,059,500股) 272,188         270,942            
建議首次特別股息每股港幣0.60元

  (二零零六年: 港幣0.75元) 派發予388,839,000股

  (二零零六年: 387,059,500股) 233,303         290,294            
505,491       561,23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息將派發予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5.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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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盈利 546,400 625,044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388,839             387,060 
來自僱員股份獎勵制度之潛在攤薄影響                    539                    608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389,378             387,66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份之數量 (以千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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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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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594 887,002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88,818 75,411                 
可收回儲稅券 47,000 -                           
ASM International N.V.
  (「ASM International」) 集團公司

  所欠款項 - 貿易  (附註) 77 1                          
1,253,489          962,414               

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尚未到期 761,685 571,481
逾期30天內 203,753 154,736               
逾期31至60天 67,773 74,330                 
逾期61至90天 24,503 36,227                 
逾期超過90天 59,880 50,228                 

1,117,594          887,002               

 
附註 : ASM International 集團公司所欠款項均為無抵押，無利息及根據一般貿易條 

款規定償還。ASM International 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 
  
 
客戶付款方法主要是信貸加訂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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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付款期一般會延長至三至四個月。每一客户均訂有

預設最高信貸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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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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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553 475,36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88,328 289,612               
欠 ASM International 集團公司

  款項 - 貿易  (附註) 400 839                      
878,281               765,817               

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尚未到期 426,360 290,238
逾期30天內 129,400 119,702               
逾期31至60天 31,151 53,421                 
逾期61至90天 1,512 4,815                   
逾期超過90天 1,130 7,190                   

589,553             475,366               

 
附註 : 欠 ASM International 集團公司款項均為無抵押，無利息及根據一般貿易條 
 款規定償還。     
 

 

業務回顧 

 

受惠於第二季度業績理想，ASM於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再次表現強勁。集團於第二季度新

增訂單及付運量顯著增長，推動ASM表現再創新高。集團營業額超越去年上半年所創的歷

史新高，實在讓我們感到非常興奮。 

 

 

集團設備和引線框架業務的付運量於第二季度尤其強勁。幾乎所有產品的業務表現均有所

改善，進一步推動集團的增長勢頭。因此，儘管首季的付運量較為遜色，與二零零六年上

半年破紀錄的佳績比較，集團期內仍能再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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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六個月，集團的營業額創新高達3.04億美元，盈利則達港幣5.46億元，反映集團進一

步擴大市場佔有率，同時有能力迅速回應市場上的變動。首六個月的資本回報率及銷售利

潤率分別為22.5%及24.8%。由於新增訂單金額強勁，集團於過去六個月的付運量亦創新高，

期內的訂貨對付運比率 (以訂貨淨額除付運額計算) 為1.14。儘管第二季度的付運量創新

高，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未完成訂單總額亦超過1.46億美元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為1.039億美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為1.3億美元)。第二季度的訂貨對付運比

率為1.09。 

 

 

ASM再創佳績，不僅是多年來透過開拓多元化產品及應用市場以成功奠定穩固基礎，同時

亦歸功於集團積極加強有效成本架構及持續成功推出具備先進技術的新產品。於二零零七

年上半年，集團的五大客戶共佔集團總營業額19.5%，並無任何客戶佔集團營業額超過

10%，足以證明集團積極推行市場多元化策略之成功。此外，集團的銷售亦廣泛分佈各地，

當中中國大陸仍然是集團最主要市場 (33.8%)，台灣 (21.2%) 及馬來西亞 (12.5%) 緊隨其

後，足以反映業內的投資氣候。如此多元化的產品及市場分佈組合繼續成為集團其中一項

優勢。 

 

 

集團近年優秀的業績表現充分反映市場對旗下產品的接受度不斷增加，獲更廣大的客戶群

認同。於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設備業務的營業額為2.45億美元，佔集團營業額80.8%，較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分別上升6.2%及7.9%。設備業務的營業額於二零零七年第二季

度創新高達1.47億美元，較前一季度增加49.9%，亦較去年同期增加16.3%。受惠於市場需求

增加、集團的市場佔有率擴大及其於中國和馬來西亞廠房產能擴充，引線框架業務的營業

額達5,900萬美元，佔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營業額的19.2%，較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及下半

年分別下跌2.3%及9.9%，主要由於二零零七年第一季度的生產量較低之故。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引線框架業務於二零零七年第二季度創新紀錄，達3,400萬美元，較前一季度上升

34.9%，並較去年同期增加8.8%，充分顯示集團就引線框架業務所作出的策略性調整已取得

成效。 

 

 

上述業績反映集團業務持續強勁增長，同時證明集團的內部增長策略能切合公司所需，並

將繼續有利集團運作。  

 

 

為滿足現今客戶對多元化包裝種類及應用的需求，不同的裝嵌工序都須要多元化的應用平

台，包括集團的金線焊線機、管芯焊機、鋁線焊線機、覆晶焊接機、LED 晶片分類機、塑

封系統、包裝切割系統及測試處理產品。由於集團需在短的交貨期內付運標準產品予客戶，

再加上受更廣闊的產品、更快的生產率、多元化平台及引入新產品等綜合因素所影響，集

團的半製成品和原料存貨量相對前六個月有所增加。此外，原材料數量亦隨著客戶訂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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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而有所增加，令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期末存貨微升至港幣8.19億元（於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7.40億元），年度化之存貨周轉率因受更高營業額的正面影響

為6.09（二零零六年：6.75）。此外，集團積極落實應收賬款管理，平均收賬期為85.2日（二

零零六年：71.1日），相應第二季度營業額的增長而有所增加。集團完善的營運資金管理，

令集團錄得自由現金流量 (Free Cash Flow) 為港幣1.65億元，而過去六個月的投入資本回報

率則為29.5%。 

 

 

在二零零七年四月派發上年度末期股息及第二次特別股息共港幣4.67億元及支付二零零七

年上半年的資本性投資港幣1.77億元後，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結存達港幣

7.06億元，較前六個月下降港幣2.09億元，此乃由於營運資金增加以應付強大的新增訂單所

致。集團流動比率維持在2.59水平，並沒有長期借貸及銀行貸款，股本負債比率亦僅為40%。

由於集團短期內沒有重大現金開支，並從營運活動持續產生正現金流量，ASM管理層建議

持續派發高息以回饋剩餘現金予集團的股東。 

 
 

展望 

 
去年下半年開始出現的市場放緩情況對ASM而言僅屬短暫及輕微。訂單數目於第一季度開

始回升，並於第二季度持續增長。復甦覆蓋集團旗下近乎所有產品，以及廣闊的地區市場

及客戶群。然而，集團亦注意到部份行業分析員開始調低半導體行業於二零零七年的前景

預測，惟仍保持二零零八年增長強勁的預測，更有分析員表示半導體設備行業 (尤其前工

序設備行業) 將面臨重大衰退。 

 

 

幸而，就ASM而言，集團於上一季度表現卓越，並未發現任何衰退跡象，而於第二季度錄

得的增長十分穩健，成績令人鼓舞。於第二季度末強勁的未完成新增訂單總額更為集團於

二零零七年的迅速增長注入強勁動力，惟集團仍難以預測此良好增長趨勢會否持續。然而，

ASM管理層將一如過往般密切留意並迅速回應市場上的突然而來的變動，此亦是集團一貫

的優勢之一。 

 

 

集團正按計劃推出一系列新產品，其最新的先進多晶片組件 (MCM) 管芯焊機及新一代金

線焊線機更於本年五月於 SEMICON Singapore Show 中展出，市場反應非常熱烈。集團已

開始付運全新晶片直接玻璃封裝 (COG) 覆晶焊接機。 

 

 

集團目前取得的成功促使我們制定未來擴展大計。集團欣然宣布已完成遷移後工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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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 業務至中國深圳福永新廠房。集團將於未來數月透過購置及安裝新生產設備進一步

提升福永廠房的產能。集團亦已於二零零七年第一季完成將引線框架電鍍業務遷移至馬來

西亞廠房，此舉有助進一步提升集團的成本效益和 QFN 浸蝕框架的產量。儘管集團預期

馬來西亞的引線框架業務必經的成長階段將為早期營運帶來困難，惟於本年第二季度達至

的理想表現充分顯示集團正受惠於更強大的產能，為未來增長奠定穩固基礎。集團於新加

坡廠房增添浸蝕生產線以提升浸蝕產能亦取得良好進展。此外，集團亦已增加香港廠房的

空間以發展管芯焊機及鋁線焊線機業務，並撥出額外空間以進行研發工作。 

 

 

經過多年來的努力，ASM 累積了豐富的技術經驗及專才。集團傑出的往績亦足以證明以客

為主導的策略得以成功推行。來自不同應用市場的廣大客戶基礎、多元化產品選擇及業內

最具效益的成本結構均為 ASM 可持續的競爭優勢，集團亦預期此等優勢將於未來持續。

此外，集團採取長遠發展策略，即使面對短期營業額波動，集團於過去十年仍然堅持將設

備營業額的10%投放於研發上（即2.63億美元），並作出2.41億美元的龐大資本性投資，為 

ASM 於全球市場建立更穩固的地位。儘管爭奪市場佔有率是一項困難的挑戰，但一般而

言，擁有豐富資源 (包括人力及物資) 的競爭者通常都可獨佔先機。憑藉多方面的實力，

管理層深信集團將可繼續超越同儕，維持市場領導地位。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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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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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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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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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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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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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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全先生及鄧冠雄先生 ; 非執行董事：Arnold J.M. van der 
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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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