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ASM 公布二零一零年度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  *  * 

強勁市況帶領 ASM 再創前所未有的新高 
 
 
  摘要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 

• 於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集團營業額創新高達5.37億美元，較去年上半年及
下半年分別增加195.7%及25.4% 

• 於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盈利創新高達港幣11.48億元，每股盈利為港幣2.91
元，較去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分別增加1,433.1%及33.4% 

• 設備業務的營業額創新高達 4.41 億美元，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強勁反彈 242.8%，
較前六個月持續增加 29.4% 

• 引線框架業務的營業額創新高達九千六百萬美元，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強勁反彈
81.6%，較前六個月持續增加 9.7% 

• 新增訂單總額創新高達 9.08 億美元，較前六個月大幅激增 75.3% 
 
  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 

• 集團季度營業額創新高達 3.07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強勁反彈 145.1%，亦較前一
季度持續增加 33.9% 

• 季度盈利創新高達港幣 6.82 億元，每股盈利為港幣 1.73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27.0%，亦較前一季度增加 46.2% 

• 設備業務的營業額創新高達 2.56 億美元，較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強勁反彈
183.8%，亦較前三個月持續增加 39.1% 

• 引線框架業務的營業額創新高達五千一百萬美元，較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強勁反
彈 45.6%，亦較前三個月持續增加 12.8% 

• 新增訂單總額創新高達 5.24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大幅激增 36.4% 

• 自二零零二年穩佔全球裝嵌及包裝設備行業第一位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底的負債為零，現金結存為港幣 14.21 億元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九日，香港訊) — 全球第一位之半導體裝嵌及包裝設備供應

商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ASM」/「集團」)(股票編號：522)今日公

布其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之中期業績。於回顧期間，集團已連續三個季度

在新增訂單、銷售及純利各方面均刷新季度紀錄，顯示遠遠超越金融危機前的高峰

紀錄達至前所未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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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九日 
 

 
集團於第二季度表現優異，加上強勁的市場動力，再次推動集團的業務，於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使營業額達致 5.37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95.7%。集團六個月期間的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 11.48 億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

增加 1,433.1%，亦較前六個月高出 33.4%。上半年之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 2.91 元(二

零零九年上半年：港幣 0.19 元，二零零九年下半年：港幣 2.1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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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20 元及特別股息每股港幣 0.40

元)。集團於本年度派息時已考慮到年內因把握現時市場商機而擴大產能的需要，及

支持集團建議收購須提供之財政承擔。 

 
ASM 行政總裁李偉光先生表示：「隨著亞洲經濟驚人的崛起，我們對二零一零年上

半年市場上對半導體裝嵌及包裝設備及引線框架的殷切需求感到欣喜。事實上，集

團所有主要產品系列均出現明顯改善，尤其是設備業務銷售不僅刷新集團歷來季度

紀錄水平，即使不是整個半導體裝嵌及包裝設備行業有史以來的新高，也已是打破

任何半導體裝嵌及包裝設備公司過往十年的紀錄。這無疑是集團的一個重大里程碑

及成就。」 

 

於回顧期間，集團的設備業務及引線框架業務均創佳績。設備業務營業額達4.41億

美元，相等於集團總營業額的82.1%，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分別增加242.8%

及29.4%。由於市場需求改善及市場佔有率提升，引線框架業務錄得營業額達九千六

百萬美元，佔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總營業額的17.9%，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及下

半年分別增加81.6%及9.7%。 

 

以產品分配而言，LED市場正加快成為集團業務的一個重大的收益增長動力。集團

有信心這已有頗大貢獻的市場，於不久將來仍保持在一個上升軌道，並對集團未來

的營業額和盈利貢獻更多。 

 

回顧期間，集團的新增訂單總值為 9.08 億美元，打破集團過往所有錄得的年度紀

錄。集團的訂貨對付運比率(以訂貨凈額除付運額計算)為 1.69。集團的未完成訂單

總額超過 5.80 億美元，目前處於極高的水平。不論本年底的市況如何，此極高的未

完成訂單總額水平將足以支持未來至少兩個季度的銷售額。 

 

為滿足殷切需求，除外判部份生產工序外，集團亦將繼續致力提升內部產能。集團

正提升位於中國福永的廠房的後工序產品及衝壓引線框架的產能 30%。 集團將於第

三季度後期在中國惠州的新廠房裝置新機器，預期將於第四季度開始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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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李先生表示：「半導體設備裝置的複雜性日增，需要先進的解決方案才能

改善其表現、生產力和成本效益。這為於業內有穩固基礎的綜合全面解決方案供應

商，如 ASM，締造更大的商機。集團幾乎可以肯定截至本年度第三季度末之前十二

個月期間的營業額將超越十億美元，打破歷來任何十二個月期間之最高紀錄。」 

 

李先生總結：「集團在過去十二個月接獲大量訂單，證明廣大客戶普遍對集團產品的

肯定和認可。集團將繼續把更多新產品系列推出市場，以滿足客戶不同的需要。這

些產品將成為集團於未來收益持續增長的動力，及帶動 ASM 表現再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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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恆生香港 35 指數的成份股。 

 

( 完 ) 

新聞垂詢：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吳燕霞/ 徐佩芝 / 林麗麗 

電話：2864  4812 / 4853 / 4861 

傳真： 2527 1196  

電郵： mandy.go@sprg.com.hk / cornia.chui@sprg.com.hk / sadie.lam@sprg.com.hk 
 
( 附件: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之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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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4,167,155      1,409,140      

銷貨成本 (2,251,841)     (953,567)       

毛利 1,915,314      455,573        

其他收益 14,390         3,714          

銷售及分銷費用 (283,969)       (152,522)       

一般管理費用 (128,791)       (71,918)        

研究及發展支出 (203,586)       (134,239)       

其他收益及虧損 15,663         (7,580)         

財務費用 (1)             -              

除稅前盈利 1,329,020      93,028         

所得稅開支 (180,655)       (18,124)

本期間盈利 1,148,365      74,904         

本期間之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 換算海外營運公司匯兌差額 15,923         (2,125)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164,288      72,779

每股盈利

  - 基本 港幣2.91元 港幣0.19元

  - 攤薄 港幣2.91元 港幣0.19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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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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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509 890,456

 預付租賃費用 28,318 7,901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之按金 83,874 19,339

 遞延稅項資產 20,107 21,057

1,164,808 938,753

流動資產

 存貨 1,168,314 1,003,94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2,153,133 1,572,752

 預付租賃費用 938 49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20,892 1,253,872

4,743,277 3,831,06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606,353 1,167,831

 應付稅項 308,622 191,354

1,914,975 1,359,185

流動資產淨值 2,828,302 2,471,878

3,993,110 3,410,63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9,439 39,439

 股息儲備 631,027          631,027          

 其他儲備 3,322,087 2,739,610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3,992,553 3,410,07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57 555

3,993,110 3,410,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