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ASMPT 公布二零一四年度第三季度業績  
 

*  *  * 

集團季度營業額及除稅前盈利創新高 

SMT 季度營業額創新高佔集團總除稅前盈利 43.2％ 

邁向集團年度營業額和新增訂單之歷史新高 

 

摘要 

 

 集團營業額創新高達 6.261 億美元，較前一季度及去年同期分別增加 41.2% 及
56.4% 

 

 盈利為港幣 7.824 億元，較前一季度及去年同期分別激增 87.6% 及 186.5%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每股盈利為港幣 1.96 元 

 

 後工序設備業務營業額為 2.797 億美元，較前一季度及去年同期分別增加 17.1%

及 42.5%  

 

 SMT 設備業務營業額創新高達 2.815 億美元，較前一季度及去年同期分別激增

101.9%及 99.7% 

 

 引線框架業務營業額為 6,49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0%，較前一季度則輕微

減少 0.6% 

 

 新增訂單總額為 5.330 億美元，較前一季度減少 15.6% ，較去年同期則增加 45.1%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底的現金結存為港幣 19 億元 

 

 由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開始，新收購之印刷設備業務(前稱 DEK 業務)的財務狀況

已與現有配置設備業務的財務狀況結合並歸納爲 SMT 設備業務 

 

 

http://www.sprg.asia/upload/File/ASM_13_03_06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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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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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MPT」/「集團」)(股份代號：522)今日公布其截至二零一
四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今年第二季度的強勁市場動力明顯
延續至第三季度，帶動集團於過去三個月創下多項新紀錄。集團全部三個業務分部的第三
季度訂單額按年均錄得大幅增長，對經營盈利的貢獻較去年首九個月亦有所增加。截至第
三季度止，後工序設備及 SMT 設備的訂單額及營業額均已超過去年全年的水平。因此，集
團本年度的訂單額及營業額勢必刷新紀錄。 

 

於回顧期內，ASMPT錄得營業額為港幣48.524億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31.017億元增加

56.4%。集團三個月的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7.824億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增加186.5%。

三個月期間的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1.96元 (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港幣0.68元)。 

 

新增訂單總額較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大幅增加45.1%至5.330億美元。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九

月三十日的未完成訂單總額達4.516億美元(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3.175億美元) 。期內訂貨

對付運比率（以訂貨淨額除付運額計算）為0.85。 

 

ASMPT 行政總裁李偉光先生表示：「我們現正受兩大增長引擎所推動，分別為後工序及
SMT 解決方案業務。其中，後工序設備業務持續表現理想，錄得營業額 2.797 億美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 42.5%，佔集團總營業額的 44.7%。受惠於成功調整業務策略以及持續削減成
本，其毛利率於過去三個月增至 43.3%，分部業績百分比(與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之百分比
相若) 亦錄得 26.0%。值得注意的是，後工序設備的訂單已回復高水平，首九個月的訂單總
額已較去年全年的後工序設備訂單總額高出 20.7%。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來自焊接機(包括固

晶機、覆晶焊接機、熱壓焊接設備及焊線機)及 CMOS 影像感應器設備的需求。」 

 

SMT 設備業務創下自集團收購 SMT 設備業務後季度營業額新紀錄，並為集團的盈利能力
帶來顯著貢獻。SMT 設備業務的營業額為 2.815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99.7%，佔
集團的除稅前盈利約 43.2%。本年度首九個月的新增訂單總額已經超越於自集團收購後所
創下的二零一一年訂單總額紀錄，較去年同期增加 50.0%。最近集團從 Dover Corporation

所收購的印刷設備業務 (「DEK 業務」)佔 SMT 設備總營業額的 14.2%，為該業務分部的業
績改善帶來正面的貢獻。整合 DEK 業務的進度持續良好。截至第三季度止 SMT 設備業務
分部的毛利率為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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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三季度，引線框架的營業額為 6,49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0%，佔集團總營業額
的 10.4%。新增訂單總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20.8%。引線框架業務於今年第三季度的分部業績
百分比(與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百分比相若)錄得 8.7%。於今年首九個月，引線框架訂單總
額較去年同期多出 4.9%。集團相信引線框架業務於本年的營業額將創新高。受惠於集團優
於同業的成本結構，ASMPT 得以在引線框架業務市場的佔有率持續增加，成為現時全球第
四大的引線框架供應商。 

 

李先生總結︰「憑藉擁有大量未完成訂單，我們預期第四季度的營業額將較去年同期錄得
強勁的雙位數百分比增長。我們對二零一四年集團將打破多項紀錄感到樂觀。集團的多元
化應用及產品策略已被證實非常成功。此外，集團進行策略性收購，並令集團業務的潛在
市場範圍由二零一零年的約 50 億美元倍升至現時約 100 億美元。憑藉 ASMPT 的財務實力

及謹慎投資，尤其是有關先進包裝技術方面，集團在技術創新的浪潮中已準備就緒，邁向
未來的增長。」 

 

 

 
有關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ASMPT 自一九八九年以來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集團主要從事半導體裝嵌及包裝及表面貼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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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括香港)、德

國、荷蘭、英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  

 

目前，ASMPT 已獲納入恒生綜合指數內恒生香港中型股指數、恒生資訊科技業指數的成份股、恒

生香港 35 的指數成份股及恒生環球綜合指數的成份股。  

 

- 完- 

 

新聞垂詢：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吳燕霞 /  林麗麗 / 黃潔瑩 

電話：2864  4812 / 2864 4861 / 2864 4859 

傳真： 2527 1196  

電郵： mandy.go@sprg.com.hk / sadie.lam@sprg.com.hk / stephy.wong@sprg.com.hk 

 

 ( 附件: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之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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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財務摘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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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2,395 3,101,733 10,783,468 8,077,411 

銷貨成本  (3,115,014) (2,116,325) (7,041,902) (5,647,493) 

毛利  1,737,381 985,408 3,741,566 2,429,918 

其他收益  52,345 2,915 60,101 11,755 

銷售及分銷費用  (334,003) (226,292) (834,269) (666,418) 

一般管理費用  (171,910) (145,374) (444,219) (386,745) 

研究及發展支出  (326,741) (254,785) (833,766) (707,935) 

其他收益及虧損  66,205 (28,688) 83,476 (6,616) 

財務費用  (38,389) (4,423) (81,600) (13,963) 

除稅前盈利  984,888 328,761 1,691,289 659,996 

所得稅開支  (202,494) (55,641) (335,063) (148,600) 

本期間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盈利  782,394 273,120 1,356,226 511,396 

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其後可能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換算海外營運公司匯兌差額  (173,380) 54,667 (199,374) 43,735 

本期間本公司持有人應佔全面 

收益總額   609,014 327,787 1,156,852 555,131 

      

每股盈利      

 - 基本  港幣 1.96 元 港幣 0.68 元 港幣 3.39 元 港幣 1.28 元 

 - 攤薄  港幣 1.92 元 港幣 0.68 元 港幣 3.38 元 港幣 1.28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