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ASM 公布二零一一年第三季度業績 
*  *  * 

二零一一年首九個月營業額已超越二零一零年全年水平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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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季度業績。儘管經濟環境挑戰重重，但ASM在二零一一年首九

個月的營業額便仍超越二零一零年全年的水平9.3%達13.4億美元。如此佳績主要由於本年

度上半年集團累積大量未完成訂單，以及集團於本年度初收購的表面貼裝技術(「SMT」)
設備業務帶來的貢獻所致。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集團錄得營業額達港幣30.49億元，較去年同期的

港幣27.08億元增加12.6%。回顧期內，集團的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3.612億元，較二零一

零年同期減少57.4%。二零一一年第三季度的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0.91元(二零一零年第三

季度：港幣2.15元，二零一一年第二季度：港幣1.96元)。第三季度的訂單為3.254億美元。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集團的未完成訂單總額為3.785億美元。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底的

現金結存為港幣13.9億元。 

 

摘要 

 

二零一一年首九個月      

• 集團營業額創新高達 13.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激增 51.2%，更超越二零一零年全年

營業額 9.3%  

• 包括因收購 SMT 設備業務所實現的一次性收益港幣 10.5 億元，盈利為港幣 27.5

億元，每股盈利為港幣 6.93 元，較去年同期激增 37.5% 

• 撇除因收購 SMT 設備業務所實現的一次性收益，集團的經常性盈利為港幣 17 億

元，每股盈利為港幣 4.27 元 

 

二零一一年第三季度 

• 集團營業額達 3.91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2.6%，較前一季度減少 23.2% 

• 盈利達港幣 3.612 億元，每股盈利為港幣 0.91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57.4%，亦較前

一季度減少 53.5% 

• 裝嵌及包裝設備業務營業額達 1.659 億美元，較二零一零年第三季度及前三個月分

別減少 42.6%及 41.6% 

• 引線框架業務營業額達五千一百萬美元，較二零一零年第三季度及前三個月分別減

少 13.0%及 12.0% 

• SMT 設備業務營業額達 1.745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增長 4.2% 

• 新增訂單總額為 3.254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減少 11.7% 

•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底的現金結存為港幣 13.9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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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行政總裁李偉光先生表示：「集團很高興ASM在二零一一年首九個月的營業額便已超

越二零一零年全年的水平。儘管全球經濟不穩定，影響裝嵌及包裝設備業務於二零一一年

第三季度的表現。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此營業額仍與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前表現最好

季度的營業額水平相若。集團採取的垂直整合製造模式在需求下降時對毛利率有負面影

響。產品組合亦對集團的整體毛利率有進一步影響。裝嵌及包裝設備業務的營業額大幅下

降，更令集團今年第三季度的毛利率進一步下滑。幸而，市場對集團SMT設備的需求仍然

相對穩定，令SMT設備業務於第三季度繼續表現良好。同時，整合活動正持續進行並取得

良好進展。」 

 

回顧期間，SMT設備業務對集團的總營業額及盈利之貢獻顯著增加。該業務的營業額達

1.745億美元，較前一季度增長4.2%。於二零一一年首九個月，撇除對所收購之存貨公平價

值的調整(金額為港幣1.209億元)，SMT設備業務為集團貢獻盈利港幣3.721億元，除利息

及稅項前盈利率為14.0%，毛利率為29.3%。該業務的毛利率於本季度高達33.0%，部分原因

是其有利的產品組合所致。 

 

於二零一一年第三季度，受市場氣氛低迷所影響，裝嵌及包裝設備業務營業額較去年同期

減少42.6%至1.659億美元，佔集團總營業額的42.4%。引線框架業務的營業額達五千一百萬

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3.0%，佔集團總營業額的13.0%。營業額下跌可能是由於本年三月

日本發生地震及海嘯，客戶預期供應鏈會受影響而於第二季度大量囤積存貨所致。 

 

於第三季度，集團推出GoCuTM 銅線焊接解決方案。有關方案在把金線焊接轉換成銅線焊接

時可達致整體更高生產效率及機器使用率。此解決方案自推出後反應熱烈，深受客戶歡迎。

此外，集團亦已向客戶付運首套太陽能晶圓檢測系統，以作現場測試及評估。此系統由ASM
自行研發，這標誌著ASM正式進軍太陽能產品設備市場。 

 

展望將來，李先生總結：「面對不穩定的經濟前境，集團將審慎控制成本及支出，以維持生

產力及競爭力。當全球經濟不明朗因素逐漸消散，集團有信心半導體行業將重上升軌。智

能電話、平板電腦及其他附有無線網絡主導(「Wi-Fi Direct」)功能的新電子產品將繼續帶

動半導體的需求。來自新興市場的消費者需求仍然龐大，且尚未得到完全滿足。憑藉ASM
的穩固基礎，集團相信可再次轉危為機，並在經濟不景的現況中繼續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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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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及表面貼裝技術業內所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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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及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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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數成份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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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財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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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財務概要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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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9,077        2,707,574     10,397,695     6,874,729      
銷貨成本 (2,042,570)       (1,392,964)          (6,714,519) (3,644,805)    
毛利 1,006,507        1,314,610 3,683,176       3,229,924
其他收益 3,570               2,456            18,518            16,846           
銷售及分銷費用 (230,420)          (166,246)       (657,914)         (450,215)       
一般管理費用 (107,466)          (80,759)         (303,021)         (209,550)       
研究及發展支出 (250,318)          (113,802)       (663,601)         (317,388)       
其他收益及虧損 15,805             (2,252)           (15,791)           13,411           
財務費用 (1,002)              (1)                  (2,903)             (2)                  
議價收購收益 -                   -                1,053,565       -                
除稅前盈利 436,676           954,006        3,112,029       2,283,026      
所得稅開支 (75,450)            (105,268)       (366,495) (285,923)       
本期間盈利 361,226           848,738 2,745,534       1,997,103

(113,510)          6,415 26,147            22,338

17,787             -                17,787            -                
265,503           855,153        2,789,468       2,019,441      

每股盈利

  - 基本 港幣0.91元 港幣2.15元 港幣6.93元 港幣5.06元

  - 攤薄 港幣0.90元 港幣2.14元 港幣6.91元 港幣5.05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換算海外營運公司匯兌差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本期間之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 退休金計劃及其他承擔

    的精算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