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ASM 上半年營業額創新高達 3.04 億美元 

盈利達港幣 5.46 億元 

*  *  * 

新增訂單及付運量顯著增長 

ASM 產品獲更廣大的客戶群認同 

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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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備業務於二零零七年第二季度的營業額創新紀錄，達 1.47 億美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 16.3%，亦較前一季度增加 49.9% 

• 引線框架業務於二零零七年第二季度的營業額亦創新高，達 3,400 萬美元，較去

年同期增加 8.8%，亦較前一季度增加 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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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日，香港訊) — 全球第一位之半導體裝嵌設備供應商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ASM」/「集團」) (股票編號：522) 今日公布其截至二零零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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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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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於第二季度的新增訂單金額及付運量持續強勁增長，集團設備業務及引線框架業務

第二季度的營業額同創新高。設備業務的營業額創新高達1.47億美元，較前一季度增加

49.9%, 並較去年同期增加16.3%。引線框架業務的營業額亦創新高達3,400萬美元，較前

一季度增加34.9%，亦較去年同期增加8.8%。至於中期數據，設備業務及引線框架業務的

營業額分別為2.45億美元及5,900萬美元。 

 

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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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於回顧期內的財務狀況持續穩健。由於營運資金控制得宜及從營運產生強勁正現金

流量，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的現金結存達港幣 7.06 億元。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日 
 
 
ASM行政總裁李偉光先生表示：「回顧期內，集團差不多所有產品的業務表現均有所改

善，因此，儘管首季的付運量較為遜色，集團仍能打破去年上半年所創的營業額紀錄。

是次佳績乃建基於集團多年來透過開拓多元化產品及應用市場、有效成本架構及持續成

功推出具備先進技術新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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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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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前一季度增加12.4%。第二季度的訂貨對付運比率 (以訂貨淨額除付運額

計算) 為1.09。 

 

為配合持續增長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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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福永新廠房的產能，亦已完成將後工序產品(BEP)業務及引線框架電鍍業務分別遷移至福

永新廠房和馬來西亞廠房。此外，新加坡廠房亦擴充浸蝕生產線，提升浸蝕產能，並取

得良好進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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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堅持每年將設備營業額的 10%投放於研發上，研發隊伍正按計劃推出一系列新產品 

― 最新的先進多晶片組件(MCM)管芯焊機及新一代金線焊線機，並已開始付運全新晶片

直接玻璃封裝(COG)覆晶焊接機。 

 

李先生總結︰「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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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動力。憑藉集團有

效的以客為主導業務策略，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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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將會在未來繼續傲視同儕，鞏固集團於業界的領導地

位。」 

 
有關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ASM 持續擴大其市場佔有率，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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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M 於一九八九年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集團主要從事半導體裝嵌及包裝業內所用機械、工

具及材料的設計、生產及銷售業務，屬下生產業務分佈於香港、中國、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目前，ASM 是恒生綜合指數內恒生香港中型股指數、及恒生資訊科技業指數的成份股。 
 

( 完 ) 

新聞垂詢：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陳曼菁 / 吳燕霞 / 陳慧明 

電話：2864 4825 / 4812 / 4892 

傳真：2804 2789 / 2527 1196  

電郵：esther.chan@sprg.com.hk/ mandy.go@sprg.com.hk / ming.chan@sprg.com.hk 
 
( 附件: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之簡明綜合收益報表及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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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簡明綜合收益報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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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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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75) (50,617)
本期間盈利 546,400                   625,044                   

已派付股息 466,607                   503,177                   

建議股息 505,491                   561,236                   

每股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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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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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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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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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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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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