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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PT 公布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業績 
*  *  * 

集團收入及盈利皆創新高 
 

摘要 
 

二零一七年首九個月 
 

 集團收入創新高達 17.1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3.9% 
 
 盈利為港幣 23.4 億元，包括因調整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所產生的非現金收益港幣

2.021 億元，較去年同期激增 120.9% 
 
 扣除非現金收益港幣 2.021 億元，集團盈利為港幣 21.4 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01.9%，如二零一一年同期盈利不包括因收購 SMT 設備業務所產生的非現金議價收
購收益港幣 10.8 億元，盈利創新高 

 
 二零一七年首九個月每股盈利為港幣 5.78 元 

 
 後工序設備業務收入創新高達 8.57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1.6% 
 
 SMT 解決方案業務收入創新高達 6.40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0.0% 

 
 物料業務收入創新高達 2.10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6.7%  
 
 新增訂單總額創新高達 18.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1.1% 

 
 於第三季度末，未完成訂單總額為 5.78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9.1%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 
 

 集團收入創新高達 6.54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一季度分別增加 21.8%及 15.5% 
 
 盈利為港幣 8.628 億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一季度分別增加 49.3%及 14.9%，如二零一

一年第一季度盈利不包括上述非現金議價收購收益港幣 10.8 億元，盈利創季度新高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每股盈利為港幣 2.12 元 

 
 後工序設備業務收入為 2.88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1%，較前一季度則減少 6.9% 
 
 SMT 解決方案業務收入創新高達 2.915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一季度分別增加

54.5%及 57.5% 
 
 物料業務收入創新高達 7,42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一季度分別增加 17.3%及 3.9% 
 
 新增訂單總額為 5.74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1.8%，較前一季度則減少 13.1%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底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結存為港幣 26.4 億元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一日，香港訊）— 全球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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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2）今天公布其截至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季度業績。期內，市場持續展現強勁的增長勢頭，集團及其三個業務

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均按年錄得增長，其中集團新增訂單總額按年增加 31.8%，物料及 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皆創季度收入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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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ASMPT 收入創新高達港幣 51.1 億元，較去年同期

的港幣 42.0 億元增加 21.8%。集團三個月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 8.628 億元，較二零一六年

同期增加 49.3%。 

 

於第三季度，集團新增訂單總額為 5.744 億美元，按年增加 31.8%。全部三個業務分部的新增

訂單總額均按年錄得增長。於第三季度的訂貨對付運比率為 0.88。於本年第三季度末，集團

的未完成訂單總額為 5.78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9.1%。 

 

ASMPT 行政總裁李偉光先生表示：「隨著電子業持續表現理想，加上預期全球半導體市場將

於二零一七年創新紀錄，集團於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再次表現卓越，第三季度的集團收入及

盈利均創季度新紀錄。事實上，集團於本年首九個月的盈利已較去年全年的盈利高出 62.9%。

受惠於收入增加，加上過去數年成功實施策略性轉型及積極推行成本減省措施，集團於本年

第三季度及首九個月的盈利皆創新高。」 

 

於本年第三季度，CMOS 影像感應器（「CIS」）和集成電路及離散器件半導體市場保持強勁。

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的收入於第三季度為 2.88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1%。此業務分部

的新增訂單總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20.3%。 

 

於第三季度，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的毛利率為 48.3%，按季及按年分別增加 23 點子及 299 點

子。本年第三季度及首九個月的分部盈利率分別為 26.4%及 26.2%，分別按年上升 194 點子及

522 點子。 

 

物料業務分部繼續創收入新紀錄，收入於第三季度突破本年第二季度所創的紀錄。於第三季

度，物料業務分部收入為 7,42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及本年第二季度分別增加 17.3 %及 3.9 %。

收入於本年首九個月創新高達 2.10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6.7%。 

 

於本年第三季度，物料業務分部的毛利率及分部盈利率分別為 14.7 %及 8.0%，按年分別上升

37 點子及 23 點子。物料業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6.5%，較本年第二季度則

減少 9.2%。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的過去十二個月，物料業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超

越 3 億美元的水平，創歷史新高。 

 

於本年第三季度，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的收入及分部盈利均創新紀錄。SMT 解決方案業務

分部的收入為 2.915 億美元，分別較本年第二季度及去年同期飆升 57.5%及 54.5%。於首九個

月期間，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收入創新高達 6.40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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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第三季度，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按年飆升 56.2%。事實上，其首九

個月新增訂單總額已經超越二零一六年全年水平，並創新紀錄。此業務分部於本年第三季度

的毛利率及分部盈利率分別為 39.7%及 22.2%，按年分別上升 74 點子及 680 點子。 

 

李先生總結：「根據我們今年至今的表現，我們預期集團及全部三個業務分部均會創全年收入

新紀錄，將集團的年結帶向高峰。儘管本季度的收入較預期高，我們預計於本年第四季度集

團的收入仍會較去年同期錄得約十多個百分比的增長，同時全部三個業務分部將均按年錄得

增長，集團新增訂單總額預期將按年錄得單位數百分比增長。受惠於雙鏡頭、3D 感應技術、

物聯網、擴增實境、人工智能及 5G 網絡等行業增長動力，我們預期半導體行業將繼續增長。

我們於過去數年作出的投資，加上廣博深厚的賦能技術及雄厚的財務資源讓我們處於無可比

擬的地位，以把握上述趨勢，並於未來繼續創造更多新紀錄。」 

 

關於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作爲全球科技及市場領導者，ASMPT(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 0522)致力為全球半導體裝嵌及

封裝行業研發及提供尖端解決方案及物料。其表面貼裝技術解決方案廣泛應用於不同的終端

用戶市場，包括一般電子產品、移動通信器材、汽車工業、工業、LED 以及替代能源。集團

持續投資於研究及發展，為集團客戶提供創新及具有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和系統，以協助他

們提升生產效率、可靠性及產品的質量。 

 

ASMPT 自一九八九年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目前，ASMPT 已獲納入為恒生綜合市值指

數下之恒生綜合中型股指數、恒生綜合行業指數下之恒生綜合資訊科技業指數、恒生香港 35
指數及恒生環球綜合指數的成份股。詳細資訊請查閱 ASMPT 網頁 www.asmpacific.com。 

 

( 完 ) 
 
新聞垂詢：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吳燕霞 /余志恒/ 高文萱 

電話： 2864 4812 / 2114 4319 / 2114 2370 
傳真： 2527 1196 
電郵： mandy.go@sprg.com.hk / antonio.yu@sprg.com.hk / rachel.ko@sprg.com.hk 
 

（附件：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之簡明綜合損益表及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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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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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5,110,083 4,196,922 13,295,484 10,728,204 
銷貨成本  (3,033,562) (2,543,079) (7,903,145) (6,693,878) 
毛利  2,076,521 1,653,843 5,392,339 4,034,326 
其他收益  40,909 16,341 71,656 30,775 
銷售及分銷費用  (376,114) (349,196) (1,065,459) (955,406) 
一般及行政費用  (247,859) (205,577) (661,444) (577,274) 
研究及發展支出  (381,805) (331,761) (1,054,552) (908,612)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  - - 202,104 - 
其他收益及虧損  (7,522) (21,462) (13,511) (52,786) 
財務費用  (41,875) (52,779) (125,576) (144,442) 
重組成本  - (148) - (80,405) 
除稅前盈利  1,062,255 709,261 2,745,557 1,346,176 
所得稅開支  (199,502) (131,246) (402,831) (285,845) 
本期間盈利  862,753 578,015 2,342,726 1,060,331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  865,280 584,108 2,357,532 1,077,223 
 非控股權益  (2,527) (6,093) (14,806) (16,892) 
   862,753 578,015 2,342,726 1,060,331 

      

每股盈利      

 - 基本  港幣 2.12 元 港幣 1.44 元 港幣 5.78 元 港幣 2.66 元 

 - 攤薄  港幣 2.08 元 港幣 1.43 元 港幣 5.22 元 港幣 2.6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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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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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盈利  862,753 578,015 2,342,726 1,060,331 
其他全面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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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26 (10,299) 470,638 20,127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014,779 567,716 2,813,364 1,080,458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持有人  1,017,299 573,817 2,828,171 1,097,279 
非控股權益  (2,520) (6,101) (14,807) (16,821) 
  1,014,779 567,716 2,813,364 1,08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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