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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0522) 

 

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及截至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公布 

 

ASMPT 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業績  

二零零八年首九個月 

• 二零零八年首九個月，集團營業額達 5.7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3.2% 

• 每股盈利港幣 2.41 元 
 

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 
• 集團營業額達 1.9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2.3%，亦較前一季度減少 5.8% 

• 盈利達港幣 2.67 億元，每股盈利港幣 0.68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32%，亦較前
一季度減少 29% 

• 設備業務的營業額達 1.52 億美元，較二零零七年第三季度減少 4.6%，亦較前
三個月減少 7.3% 

• 引線框架業務的營業額達四千二百萬美元，較二零零七年第三季度增長
6.9%，較前三個月減少 0.1% 

• 新增訂單總額達 1.61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減少 22.3% 
•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底銀行借款為零, 現金結存為港幣 5.09 億元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會欣然宣布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及截至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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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於截至二零零八

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營業額達港幣 15.16 億元，較二零零七年第三季度的港幣

15.52 億元減少 2.3%，亦較前三個月的港幣 16.09 億元減少 5.8%。集團於二零零八年第

三季度的綜合除稅後盈利達港幣 2.67 億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減少 32%，亦較前一季度

減少 29%。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的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 0.68 元 (二零零七年第三季度：

港幣 1.01 元﹔ 二零零八年第二季度：港幣 0.9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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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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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856          1,551,691          4,443,078            3,925,325            
銷貨成本 (931,485)           (864,106)                      (2,595,182) (2,222,415)          
毛利 584,371             687,585 1,847,896            1,702,910
其他收益 2,623                 7,459                 15,965                 24,107                 
銷售費用 (124,881)           (123,522)           (363,299)             (315,975)             
一般管理費用 (55,049)             (50,092)             (149,249)             (135,627)             
研究及發展支出 (97,381)             (84,414)             (271,360)             (233,453)             
財務費用 -                    -                    (1) (71)                      
除稅前盈利 309,683             437,016 1,079,952            1,041,891
所得稅開支 (42,440)             (44,189)             (138,117) (102,664)             
本期間盈利 267,243             392,827 941,835               939,227

每股盈利 2

  - 基本 港幣0.68元 港幣1.01元 港幣2.41元 港幣2.42元

  - 攤薄 港幣0.68元 港幣1.01元 港幣2.40元 港幣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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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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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008   1,246,003    3,495,048   3,163,024    

   引線框架 326,848     305,688      948,030     762,301      

1,515,856   1,551,691 4,443,078   3,92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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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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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243          392,827          941,835          939,227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加權平均股數 390,628          388,839          390,628          388,839          
來自僱員股份獎勵制度

  之潛在攤薄影響 1,303              1,460              1,049              1,074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加權平均股數 391,931          390,299          391,677          38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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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經濟環境於上半年相當不明朗，前一季度更加明顯惡化。近期金融界陷入危機，迫

使多國政府動用數以千億元協助大型金融機構渡過難關，以免財政危機蔓延至其他經濟

領域。然而，有關努力的成效仍是未知之數。 

 

面對全球經濟下滑，半導體行業亦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儘管如此，ASM 於二零零八年

第三季度的表現仍然強勁。令集團感到欣喜的是，繼第二季度的營業額創下新高後，第

三季度的營業額仍維持於高水平。此時與其他同業相比，已是令人十分鼓舞的成績，充

分顯示集團面對市況欠佳時的優勢。 

 

於本年度首九個月，集團的營業額達 5.7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13.2%。設備業務營

業額上升 10.5%至 4.48 億美元;引線框架業務營業額攀升 24.4%，達 1.22 億美元。 

 

於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集團設備業務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挫 4.6%，至 1.52 億美元，

亦較前一季度回落 7.3%。引線框架業務營業額達四千二百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6.9%，維持前一季度的高水平。引線框架業務佔集團總營業額的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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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八月以來，集團留意到客戶對擴大產能之態度日趨審慎。除了似乎受到金融海嘯的負

面影響外，集團的新增訂單量亦可能某程度上受到中國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及九月兩個月

間舉行北京奧運及殘奧所影響，當地經濟活動可能因全國大都集中焦點在該兩項盛事而

放緩。 

 

集團於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為 1.61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下跌 22.3%，

而二零零八年首九個月的新增訂單總額則為 5.4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攀升 2.6%。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未完成訂單總值為 1.23 億美元，較前一季度減少 21.5%。二

零零八年第三季度的訂貨對付運比率（即以訂貨淨額除付運額計算）為 0.83，較前一季

度之比率 1.0 有所減少。 

 

期內資產增額為港幣七千五百萬元，主要由本季度的折舊港幣五千四百萬元所支付。 

 
 

展望 

 

市場普遍相信，近期的金融危機標誌著全球經濟開始衰退，令全球各行各業之股份價格

大跌，油價亦由數月前的高位回落接近一半，投資者信心明顯受挫。 

 

多個經濟學者預測，經濟衰退將持續數個季度，更可能造成信心危機，引致消費緊縮，

尤其會對過去數年來一直帶動半導體行業成長的消費性電子產品的開支造成消極影響，

進而可能導致集團的客戶相應地減少其資本性支出。 

 

集團對半導體行業的長遠前景保持樂觀，但仍需謹慎迎接臨近的短期挑戰。然而，惡劣

的市場環境往往為強者提供新的機遇。憑藉雄厚的財務資源及專心致志的員工，集團將

致力克服各種挑戰，繼續茁壯成長。管理層亦會帶領 ASM 遠眺目前市況以外的前景，讓

集團得以善用本身的研發實力，為客戶提供最具價值的方案。 

 

營運方面，集團將積極控制成本及開支，以維持生產力及競爭力。集團將審慎處理增加

人手事宜，惟對集團未來增長至關重要的領域則例外。集團位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的第

三家研發中心現已投入運作，並將成為集團的策略性增長領域。由於市況不景，集團將

減少本年度的資本性支出，金額將較之前預算為低。儘管 ASM 不能於全球金融危機所帶

來的經濟挑戰中獨善其身，惟其行之有效的多元化策略及卓越往績致使集團處於有利位

置，克服金融風暴的挑戰及鞏固其市場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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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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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執行董事：Arnold J.M. 
van der 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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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