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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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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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 
第一季度未經審核業績公布 

 

二零一五年強勢啟動 
 

 集團營業額為 3.941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2.6%，較前三個月則減少 11.3% 

 

 盈利為港幣 2.846億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增加 81.6%及 16.8% 

 

 每股盈利為港幣 0.71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增加港幣 0.32元及港幣 0.11元 

 

 後工序設備業務營業額為 1.762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7.7%，較前三個月則減少

9.9% 

 

 物料業務營業額為 5,690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輕微減少 0.2%及 1.9% 

 

 SMT 解決方案業務營業額為 1.61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激增 59.6%，較前三個月則減

少 15.7% 

 

 集團新增訂單總額為 4.646億美元，較前三個月及去年同期分別增加 35.6%及 15.2% 

 

 二零一五年三月底的現金結存為港幣 23.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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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會欣然宣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

核業績如下： 
 

業績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 (「集團」或「ASMPT」)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營業額為港幣31億元(3.941億美元)，較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的港幣25

億元(3.213億美元)增加22.6%，較前一季度則減少11.3%。集團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綜合除稅

後盈利為港幣2.846億元，二零一四年同期盈利為港幣1.567億元，前一季度盈利為港幣2.437億

元。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的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0.71元(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港幣0.39元，二

零一四年第四季度：港幣0.60元)。 

 

財務概要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三個月 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營業額  1 3,055,866 3,445,709 2,493,433 

銷貨成本   (1,942,731) (2,137,649) (1,685,681) 

毛利  2 1,113,135 1,308,060 807,752 

其他收益   7,674 25,977 1,795 

銷售及分銷費用   (298,111) (326,975) (233,649) 

一般管理費用   (170,803) (176,496) (127,256) 

研究及發展支出   (281,232) (314,616) (235,436) 

其他收益及虧損   70,438 28,536 (8,923) 

其他費用   - (168,400) - 

財務費用   (37,796) (38,912) (6,216) 

除稅前盈利   403,305 337,174 198,067 

所得稅開支   (118,709) (93,446) (41,376) 

本期間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盈利  284,596 243,728 156,691 

      

每股盈利  3    

－ 基本   港幣 0.71元 港幣 0.60元 港幣 0.39元 

－ 攤薄   港幣 0.71元 港幣 0.60元 港幣 0.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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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三個月 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盈利   284,596 243,728 156,691 

其他全面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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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447) (100,381) (8,463) 

 - 將不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界定      

     福利退休計劃的除稅後重新計量   - (52,820) - 

本期間其他全面支出   (268,447)  (153,201) (8,463) 

      

本期間本公司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16,149 90,527 14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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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分部資料 
 

 
本集團以可報告之經營分部分析之營業額和業績如下：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三個月 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對外客戶分部營業額    

  後工序設備 1,366,290 1,515,669 1,268,637 

  表面貼裝技術（「SMT」）解決方案 1,248,098 1,479,841 782,226 

  物料 441,478 450,199 442,570 

 3,055,866 3,445,709 2,493,433 

    

分部盈利    

  後工序設備 171,255 249,138 171,440 

  SMT解決方案 165,795 236,843 19,306 

    -未計入因收購 DEK業務資產之    

      公平值增值攤銷之盈利 177,587 275,533 19,306 

    -因收購 DEK業務資產之公平值    

      增值之攤銷 (11,792) (38,690) - 

  物料 41,913 36,406 37,246 

 378,963 522,387 227,992 

    

利息收入 1,959 2,384 1,193 

財務費用 (37,796) (38,912) (6,216) 

未分配外幣淨匯兌收益（虧損） 69,545 30,690 (9,854) 

未分配一般管理費用 (9,366) (10,975) (15,048) 

其他費用 - (168,400) - 

除稅前盈利 403,305 337,174 198,067 

    

分部盈利之百分比    

  後工序設備 12.5%  16.4%  13.5% 

   

SMT解決方案    

  -未計入因收購 DEK業務資產    

    之公平值增值之攤銷 14.2% 18.6% 2.5% 

  -計入因收購 DEK業務資產之    

    公平值增值之攤銷 13.3% 16.0% 2.5% 

   

物料 9.5% 8.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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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集團業務的營業額、毛利及撇除其他費用及因收購DEK業務資產之公平值

增值攤銷影響之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之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後工序 

業務 

（附註 a) 

SMT 

解決方案 

業務 

（附註 b) 

未計入因收購

DEK 業務資

產之公平值增

值攤銷影響之

總額 

因收購 DEK

業務資產之公

平值增值攤銷

之影響 

計入因收購 DEK

業務資產之公平

值增值攤銷影響

之總額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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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807,768 1,248,098 3,055,866 - 3,055,866 

毛利  606,790 513,039 1,119,829 (6,694) 1,113,135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  213,752 237,182 450,934 (11,792) 439,142 

       

毛利率  33.6% 41.1% 36.6%  36.4%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

利之百分比 

 

11.8% 19.0% 14.8%  14.4%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後工序 

業務 

（附註 a） 

SMT 

解決方案 

業務 

（附註 b） 

未計入其他費用

及因收購 DEK

業務資產之公平

值增值攤銷影響

之總額 

其他費用 

之影響 

因收購 DEK

業務資產之

公平值增攤

銷之影響 

計入其他費用

及因收購

DEK業務資

產之公平值增

值攤銷影響之

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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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965,868 1,479,841 3,445,709 - - 3,445,709 

毛利 699,510 634,227 1,333,737 - (25,677) 1,308,060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 286,985 293,807 580,792 (168,400) (38,690) 373,702 

       

毛利率 35.6% 42.9% 38.7%   38.0%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

利之百分比 14.6% 19.9% 16.9%   10.8% 

 

 

 

 



6 

2. 本集團業務的營業額、毛利及撇除其他費用及因收購DEK業務資產之公平值

增值攤銷影響之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之分析如下：(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後工序業務
（附註 a） 

SMT 
解決方案 

業務 
（附註 b） 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711,207 782,226 2,493,433 

毛利 553,500 254,252 807,752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 184,269 18,821 203,090 

    

毛利率 32.3% 32.5% 32.4%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

之百分比 10.8% 2.4% 8.1% 

 

 

附註： 

(a)   後工序業務：後工序設備分部及物料分部 

(b)     SMT解決方案業務：配置設備及印刷設備（從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開始印刷設備被

納入 SMT解決方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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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股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三個月 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應佔

盈利（本期間盈利）  284,596 243,728 156,691 

   

  

股份之數量 

（以千位計）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股數  402,519 400,810 400,631 

     

來自僱員股份獎勵制度之潛在攤

薄影響之股數  4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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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股數  402,523 

 

402,569 

 

400,641 

 

附註：計算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計入本公司之

未行使可換股債券的兌換，因為計算該兌換將增加每股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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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集團於今年強勢啟動。承接去年非常理想的表現，集團於本年第一季度的營業額保持其增長勢

頭，較去年第一季度穩健增加 22.6%。集團於本季度的營業額為 3.941 億美元（港幣 30.6 億

元），由於第一季度為傳統淡季，因此較去年第四季度減少 11.3%。  

 

集團訂單總額從去年第四季度回升，按季強勁增加 35.6%。集團訂單總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15.2%

至 4.646億美元。 

 

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訂貨對付運比率（以訂貨淨額除付運額計算）為 1.18。第一季度末的未完

成訂單總額仍處於高水平，增加至 4.319億美元（港幣 33.5億元）。未完成訂單總額較去年年底

增加 19.4%。 

 

其中後工序設備分部的訂單總額按季激增 55.0%，較去年第一季度亦增加 4.4%。市場對集團後

工序設備的殷切需求顯示其廣泛的應用，及受到客戶投放資源於產能擴充所帶動。市場對焊接

機的需求再次帶動增長。此外，市場對包裝相關後工序設備及 CMOS 影像感應器（「CIS」）設

備的需求亦見強勁。 

 

按地區劃分，中國市場的需求仍然強勁，而台灣市場的需求則相對溫和。 

 

於第一季度，後工序設備分部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7.7%至 1.762 億美元（港幣 13.7 億

元），但受季節性因素影響，較去年第四季度則減少 9.9%。後工序設備的營業額於二零一五年

第一季度佔集團總營業額的 44.7%。於本年度第一季度，後工序設備分部錄得 39.4%的毛利率。 

 

後工序設備業務的強勁表現乃由半導體及 LED 市場，以及 CIS、汽車電子及能源管理設備市場

的殷切需求所支持。 

 

SMT 解決方案分部的訂單總額較前一季度及去年第一季度分別大幅增加 31.5%及 41.9%。SMT

解決方案分部的營業額為 1.610 億美元（港幣 12.5 億元），較去年第一季度激增 59.6% ，但較

去年第四季度則減少 15.7%。SMT 解決方案分部的營業額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佔集團總營業

額的 40.8%。 

 

歐洲市場為集團 SMT 解決方案業務帶來強勁優勢，尤其是汽車行業，於本年度首三個月為集團

SMT解決方案業務帶來重大貢獻。 

 

於本年度第一季度，SMT 解決方案分部錄得 40.6%的毛利率，而其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為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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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於第一季度，物料業務分部的營業額與去年同期及前一季度相若。物料業務分部的營業額為

5,690萬美元（港幣 4.415億元），較前一季度及去年同期分別減少 1.9%及 0.2%，於二零一五年

第一季度佔集團總營業額的 14.5%。 

 

物料分部的訂單總額較前一季度及去年同期分別減少 1.0%及 9.7%。 

 

按地區劃分，ASMPT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的五大市場為中國（包括香港）（45.8%）、歐洲

（19.0%）、美洲（7.6%）、馬來西亞（6.1%）及台灣（4.7%）。 

 

集團於第一季度錄得 36.4%的毛利率，較去年第四季度減少 1.5%（154 點子），但按年則增長

4.0%（403點子）。集團的盈利分別較去年第一季度及第四季度增加 81.6%及 16.8%。 

 

期內資本性投資增額為港幣 8,880 萬元，全數由本季度港幣 1.068 億元的折舊及攤銷所支付。於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的現金結存為港幣 23.3億元。 

 

展望 
 

鑒於集團訂單總額強勁反彈，集團預期第二季度的營業額，將較去年同期錄得雙位數百分比的

增長，並錄得較本年度第一季度溫和至強勁的雙位數百分比增長。預期增長將主要由後工序設

備及 SMT解決方案業務所帶動。此外，集團的營業額增長亦將進一步改善其盈利能力。 

 

按照目前的表現，集團有信心能夠於今年上半年的營業額錄得按年雙位數百分比增長。 

 

然而，相比起集團去年同期遇到的情況，本年度餘下時間的前景將更為不明朗。集團察覺到部

份客戶（特別是台灣客戶）在資本性開支方面變得更為審慎。 

 

雖然如此，憑藉集團的多元化的應用市場及廣泛的客戶基礎，集團有足夠理由相信於二零一五

年其表現將再次優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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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 

 

董事會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Arthur H. del Prado 先生（主席）、李偉光先

生、周全先生及黃梓达先生；非執行董事：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及Petrus Antonius Maria 

van Bommel 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Orasa Livasiri 小姐、樂錦壯先生、黃漢儀先生及鄧冠雄先

生。             

 

承董事會命 

董事 

李偉光 

 

                                                                              

 

香港，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