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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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之第三季度未經審核業績公布 

 

ASMPT 持續創新紀錄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 

• 集團營業額達 2.02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3.3%，亦較前一季度強勁持續增
長 60.9% 

• 盈利創新高達港幣 4.01 億元，每股盈利為港幣 1.02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50.1%，亦較前一季度持續增長 151.1% 

• 設備業務的營業額達 1.61 億美元，較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增長 4.7%，亦較前
三個月增長 77.6% 

• 引線框架業務的營業額達四千一百萬美元，較前三個月增長 18.0%，與二零零
八年第三季度比較則減少 1.8% 

• 新增訂單總額創新高達 2.33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持續增加 23.9% 
•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底的負債為零， 現金結存高達港幣 9.87 億元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會欣然宣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

第三季度未經審核業績如下： 
 

業績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 (「集團」或「ASM」) 於截至二零零九

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營業額達港幣 15.66 億元，較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的港幣

15.16 億元增長 3.3%，亦較前三個月的港幣 9.73 億元增加 60.9%。集團於二零零九年第

三季度的綜合除稅後盈利達港幣 4.01 億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增長 50.1%，亦較前一季

度增長 151.1%。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的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 1.02 元 (二零零八年第三

季度：港幣 0.68 元﹔ 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港幣 0.4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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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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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087          1,515,856          2,975,227            4,443,078            
銷貨成本 (863,899)           (931,485)                      (1,817,466) (2,595,182)          
毛利 702,188             584,371 1,157,761            1,847,896
其他收益 1,733                 2,623                 5,354                   15,965                 
銷售費用 (123,766)           (124,881)           (276,288)             (363,299)             
一般管理費用 (42,420)             (55,049)             (121,825)             (149,249)             
研究及發展支出 (84,820)             (97,381)             (219,059)             (271,360)             
財務費用 -                    -                    -                          (1)                        
除稅前盈利 452,915             309,683 545,943               1,079,952
所得稅開支 (51,853)             (42,440)             (69,977) (138,117)             
本期間盈利 401,062             267,243 475,966               941,835

每股盈利 2

  - 基本 港幣1.02元 港幣0.68元 港幣1.21元 港幣2.41元

  - 攤薄 港幣1.02元 港幣0.68元 港幣1.21元 港幣2.40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附註： 

1. 營業額業務分類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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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061          1,189,008          2,242,686          3,495,048          
   引線框架 321,026             326,848             732,541             948,030             

1,566,087          1,515,856 2,975,227          4,443,078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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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股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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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之股東應佔盈利 401,062          267,243          475,966          941,835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加權平均股數 392,357          390,628          392,357          390,628          
來自僱員股份獎勵制度

  之潛在攤薄影響 1,846              1,303              1,403              1,049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加權平均股數 394,203          391,931          393,760          39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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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回顧 

 
全球經濟逐步復甦的現象不斷呈現，在第二季初度開始的強勁新增訂單亦為集團於下半

年帶來更大的增長動力。年初的種種挑戰令業務週期於第一季度陷入谷底，集團以從未

預料的速度及幅度從業務衰退中復甦過來。於過去三個月，ASM 的訂單大幅飆升，並錄

得可觀的按季增長。對 ASM 而言，衰退情況經已過去，市場需求亦見回升。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的營業額較上一季度顯著持續增加 60.9%，達 2.02 億美元，甚至較二

零零八年第三季度增加 3.3%，較二零零八年第二季度錄得的季度紀錄僅少 2.7%。 

 

於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設備業務的營業額為 1.61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4.7%，亦

較前一季度增長 77.6%。引線框架業務的營業額達四千一百萬美元，較本年第二季度增

長 18.0%，但較去年同期輕微減少 1.8%。引線框架價格因年內銅價下跌而下調，但集團

本年第三季度的引線框架付運量實際上較去年同期增加。設備業務的營業額佔集團總營

業額的 79.5%。 

 

於本年度首九個月，集團的總營業額達 3.8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33.0%。設備業務

的營業額減少 35.8%至 2.89 億美元，引線框架業務的營業額減少 22.7%至九千五百萬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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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營商環境普遍好轉，客戶對設備的需求及引線框架的開支大增，集團業務逐漸回復

一年多前經濟衰退前的水平。設備業務的增長尤其明顯，遠遠超過引線框架業務。因

此，雖然引線框架業務亦錄得強勁的升幅，但對集團總的總營業額的貢獻從上半年的

29.2%下調至第三季的僅多於 20%。 

 

集團整體業務表現有所改善，季內集團的毛利率比去年同期飆升，回復至 40%至 50%的水

平。毛利率改善直接有賴於產量增加、金屬價格下調、及集團致力控制和縮減成本。集

團於本季度純利創新高，輕微超越以往的最高紀錄。 

 

雖然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復甦主要由中國帶領，但其他國家亦明顯受惠於經濟活動增加而

開始拉近與中國的距離，因此第三季度的增長在地理分佈上比較平均。而集團的多元化

產品組合亦普遍有所增長。集團所有產品相比前三個月均錄得強勁的季度增長。市場需

求強勁上升意味集團的訂單比平常的季度平均數顯著增加。於前一季度，集團的客戶大

量採購設備以擴充產能，其中以集成電路分包商及 LED 製造商尤甚，而集成裝置製造商

之需求則緊跟其後，強勁的需求令集團於第三季度訂單創新高。  
 

集團於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為 2.33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增長 23.9%，超

過之前所創紀錄達 12.1%。而二零零九年首九個月的新增訂單總額為 4.85 億美元，較去

年同期僅下調 10.7%。ASM 的表現再次超越同儕。 

 

於二零零九月九月三十日，未完成訂單總額為 1.53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增加 25.8%。二

零零九年第三季度的訂貨對付運比率（以訂貨淨額除付運額計算）為 1.16。 

 

此外，儘管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已派發股息，集團的現金結存仍維持穩健水平。期

內，集團資產增額達港幣一千二百三十萬元，悉數由本季度的折舊港幣五千六百一十萬

元所支付。隨著集團繼續擴充產能及在中國成都建立新的研發中心，集團預期本年度大

部分資本開支預算將在第四季度運用或落實用途。 

 

展望 

 

縱使許多經濟學家預測半導體行業的需求在本年度餘下時間放緩復甦的速度，但集團管

理層對於業務活動已大多回復至經濟衰退前的水平感到欣慰。集團現時強勁的訂單總額

及未完成訂單總額有利其於二零零九年第四季度錄得理想的付運額。然而，由於年底向

來是行業淡季，因此集團未能準確預測新增訂單會否持續強勁。 

 

儘管季度業績已大幅改善，但未必能抵銷年初的疲弱表現，並可能導致二零零九年全年

業績較二零零八年遜色。雖然如此，集團預料，現時的增長勢頭將有助拉近本年度業績

與二零零八年業績的差距。 

 

展望未來，集團認為半導體行業的長遠前景依然充滿希望，惟行業前境將備受全球經濟

復甦的步伐影響。儘管尚未知曉全球經濟復甦的軌道如何，集團亦預料期間將偶爾出現

起伏，但無疑全球經濟已恢復穩步增長。另一方面，集團亦未能準確預測全球經濟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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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回復常態。而一些主要經濟體的失業率依然高企，可能拖慢整體經濟增長速度。不

過，很多分析家對二零一零年經濟復甦仍表樂觀，若然成真，集團在來年的業績表現將

更上一層樓。除非經濟情況出現重大轉變，否則未來半導體行業應會繼續增長。 

 

營運方面，誠如早前公布，集團將繼續致力推行不同策略，以達致長遠業務增長及更佳

成本效益，並且嚴謹控制成本及支出以維持其生產力及競爭力。儘管面對今年年初市況

欠佳，但集團憑藉雄厚的財務資源及專心致志的員工，集團有能力再次克服挑戰，以致

更加茁壯成長。集團堅守長遠業務發展策略，有助 ASM 放眼未來而非只局限於眼前市

況，善用研發實力，為客戶提供最具價值的解決方案。 

 

出乎集團所料，經濟恢復如此迅速及強勁。集團亦未有預計到在此經濟復甦初期新增訂

單總額及盈利可創新紀錄、而付運額亦接近以往的最高紀錄。過去十二個月，對 ASM 來

說是非凡的一年。ASM 的管理層及員工已準備就緒迎接新挑戰，致力推動公司達致長遠

增長。 

 

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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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全先生及鄧冠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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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