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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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 

第一季度未經審核業績公布 
 

ASMPT 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創下多項新紀錄 

 

• 集團收入為 4.847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增加 31.4%及 6.8% 
 

• 盈利為港幣 7.292 億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飆升 470.0%及 92.9% 
 

• 撇除關於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金額港幣 2.021 億元的非現金收益，集團盈利

為港幣 5.271 億元，按年增加 312.0% 
 

• 每股盈利為港幣 1.80 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增加港幣 1.47 元及港幣 0.85
元 
 

• 撇除關於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的非現金收益，每股盈利為港幣 1.31 元，較

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增加港幣 0.98 元及港幣 0.36 元 
 
• 後工序設備業務收入為 2.576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增加 56.1%及

15.5% 
 

• 物料業務收入為 6,41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增加 16.2%及 5.8% 
 

• SMT 解決方案業務收入為 1.63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9.6%，較前三個月則減

少 4.2% 
 

• 集團新增訂單總額為 6.08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增加 48.6%及

29.2% 
 

•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底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結存為港幣 30.4 億元，而於二零一六年年

底的結存為港幣 32.1 億元 
 

• 訂貨對付運比率為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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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會欣然宣布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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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收入為港幣37.6億元(4.847億美元)，較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的港幣

28.6億元(3.683億美元) 增加31.4%，亦較上一季度的港幣35.2億元(4.545億美元)增加6.8%。集

團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7.292億元，二零一六年同期盈利為港幣1.279億
元，上一季度盈利為港幣3.781億元。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的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1.80元(二零一

六年第一季度：港幣0.33元，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度：港幣0.95元)。 
 

財務概要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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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1 3,761,237   3,520,889 2,862,074 
銷貨成本   (2,259,969) (2,197,740) (1,915,970) 
毛利   1,501,268 1,323,149 946,104 
其他收益   16,031 47,658 5,271 
銷售及分銷費用   (333,062) (321,920) (285,860) 
一般及行政費用   (180,869) (207,805) (172,000) 
研究及發展支出   (317,707) (334,163) (266,286)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  2 202,104 - - 
其他收益及虧損   (11,985) 1,438  (4,923) 
重組成本   - (17,494) (1,394) 
財務費用   (39,932) (44,090) (49,489) 
除稅前盈利   835,848   446,773  171,423 
所得稅開支   (106,669) (68,722) (43,492) 
本期間盈利  729,179 378,051 127,931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盈利部分: 

  本公司持有人   736,024 386,641 133,792 
  非控股權益   (6,845) (8,590) (5,861) 
   729,179 378,051 127,931 
      
每股盈利  3    
－ 基本   港幣 1.80 元 港幣 0.95 元 港幣 0.33 元 

－ 攤薄   港幣 1.32 元 港幣 0.95 元 港幣 0.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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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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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盈利   729,179 378,051 12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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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54 (234,110) 137,8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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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634) -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70,754 (257,744) 137,869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799,933 120,307 265,800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全面收益（支出） 

  總額部分: 

  本公司持有人   806,781 128,896 271,596 
  非控股權益   (6,848) (8,589) (5,796) 
   799,933 120,307 26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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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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及業績如下：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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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客戶分部收入    
  後工序設備 1,999,337 1,731,164 1,280,423 
  表面貼裝技術(「SMT」)解決方案 1,264,523 1,319,548 1,153,610 
  物料 497,377 470,177 428,041 
 3,761,237 3,520,889 2,862,074 
    
分部盈利    
  後工序設備 493,916 337,447 157,460 
  SMT 解決方案 170,428 153,076 53,756 
  物料 40,001 42,059 40,054 
 704,345 532,582 251,270 
利息收入 8,581 9,744 3,858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 202,104 - - 
財務費用 (39,932) (44,090) (49,489) 
未分配其他支出 -   (1,562) - 
未分配外幣淨匯兌虧損 (14,407) (657) (7,725) 
未分配一般及行政費用 (24,843) (31,750) (25,097) 
重組成本 - (17,494) (1,394) 
除稅前盈利 835,848 446,773 171,423 

    
分部盈利之百分比    
  後工序設備 24.7%  19.5%  12.3% 
  SMT 解決方案 13.5% 11.6% 4.7% 
  物料 8.0% 8.9%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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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為港幣2,400,000,000元，於二零一九年

到期的可換股債券。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須按可換股債券持有人的選擇

(「認沽期權」)以本金金額連同截至該日之應計而未付的利息，贖回該持有人的全部或部

分可換股債券。該認沽期權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失效。因該可換股債券的預計支

付日期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修訂為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的賬面值亦相應由港幤 2,250,000,000 元調整至港幣

2,047,896,000元，以反映經修訂的預計未來現金流出，按原有實際年利率6.786%重新計算

出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的賬面值之調整金額港幣202,104,000元
已於本期間的損益中確認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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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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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之本 

  期間盈利）  736,024 386,641 133,792 
     
減：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 

      (附註)  (202,104) - - 
     
加：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支出   

      (附註)  37,230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  571,150 386,641 13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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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03 406,238 404,491 
     
潛在攤薄影響之股數：     

- 僱員股份奬勵制度  31 2,034 15 
- 可換股債券 (附註)  23,627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股數  431,861 408,272 40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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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股盈利 (續) 
 

附註：計算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時，假設本公司之

未行使可換股債券已全部兌換為普通股，而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之本期間盈利已

撇除包括關於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及可換股債券的利息支出的項目。  

 

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

股攤薄盈利時，均無假設本公司之未行使可換股債券的兌換，因為假設兌換，

將增加每股盈利。   

 

業務回顧 
 

集團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的業績表現強勁，並創下多個新紀錄。集團的新增訂單總額及收

入皆創下歷來第一季度的新高。集團新增訂單總額為 6.084 億美元，按年及按季分別飆升

48.6%及 29.2%。集團收入為 4.847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一季度分別增加 31.4%及 6.8%。

集團的訂貨對付運比率為 1.26，於第一季度末未完成訂單總額增加至 5.515 億美元，較去年

年底增加 30.2%。集團整體毛利率為 39.9%，較去年同期及前一季度分別增加 686 點子及

233 點子。由於收入增加、毛利率改善及關於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三月發行的可換股債券負債

部分之調整的非現金收益，集團盈利按年及按季分別激增 470.0%及 92.9%。撇除關於可換股

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的非現金收益，集團除稅前盈利按年增加 269.7%。 

集團的強勁表現是由對引線框架、CIS、LED、集成電路/離散器件及 SMT 設備的殷切需求

所帶動。就應用市場而言，移動、通訊及資訊科技以及汽車市場為集團於本報告季度強勁收

入及新增訂單增長的兩大主要支柱。後工序設備、物料及 SMT 解決方案全部三個業務分部

皆有良好的業績表現，將集團的第一季度業績帶向高峰。此外，全部三個業務分部均於本季

度錄得歷來最高的第一季度收入。該三個業務分部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亦

錄得強勁增長，按年增長率介乎 34.6%至 63.3%。後工序設備及 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盈利

按年均錄得增長，而物料業務分部盈利則表現平穏。 

集團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 

按年 按季 

新增訂單總額 +48.6% +29.2% 
收入 +31.4% +6.8% 
毛利率 +686 點子 +233 點子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 +299.5% +80.2% 
盈利 +470.0% +92.9% 
盈利率 +1,492 點子 +865 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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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及收入均創第一季度新高，CIS、集成電路/離散器件及

LED 設備的需求持續強勁，推動第一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按年及按季分別飆升 63.3%及

37.1%。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於第一季度的收入達 2.576 億美元，按年及按季分別增加 56.1%
及 15.5%。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的收入佔集團總收入 53.2%。於第一季度，後工序設備業務

分部的毛利率按年及按季分別增加 673 點子及 385 點子至 46.6%，其分部盈利按年及按季分

別飆升 213.7%及 46.4%。 

集團的物料業務分部於本年度第一季度錄得非常強勁的新增訂單總額，並且刷新季度紀錄，

收入亦創下歷來第一季度的新高。物料業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按年及按季分別增加 35.4%
及 19.0%。物料業務分部的收入達 6,410 萬美元，按年及按季分別增加 16.2%及 5.8%，佔集

團總收入的 13.2%。其分部盈利按年及按季分別減少 0.1%及 4.9%，而分部毛利率處於與前

一季度相若的水平，但按年則減少 210 點子。 

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的收入亦創下歷來第一季度的新紀錄，新

增訂單總額按年及按季分別增加 34.6%及 22.4%。SMT 設備錄得收入為 1.630 億美元，按年

增加 9.6%，但按季則減少 4.2%。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的收入佔集

團總收入的 33.6%。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的毛利率按年及按季分別提升 775 點子及 33 點

子至 39.4%，其分部盈利則按年增加 217.0%及按季增加 11.3%。 

二零一七年 

第一季度 
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 物料業務分部 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 

 
按年 按季 按年 按季 按年 按季 

新增訂單總額 +63.3% +37.1% +35.4% +19.0% +34.6% +22.4% 
收入 +56.1% +15.5% +16.2% +5.8% +9.6% -4.2% 
毛利率 +673 點子 +385 點子 -210 點子 -1 點子 +775 點子 +33 點子 
分部盈利 +213.7% +46.4% -0.1% -4.9% +217.0% +11.3% 
分部盈利率 +1,241 點子 +521 點子 -132 點子 -90 點子 +882 點子 +188 點子 

 
按地區劃分，ASMPT 的首五大市場為中國、歐洲、韓國、馬來西亞及美洲。對韓國的銷售

顯著增加主要與 CIS 設備有關。集團的業務繼續建立於多元化的客戶基礎上，首五大客戶共

佔集團本年度第一季度總收入 22.1%，而集團 80%的收入來自 109 位客戶。 

展望 
 

本年度第一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表現強勁，集團預期第二季度集團收入將按年錄得強勁的雙

位數百分比增長。集團預期第二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將與第一季度相若。由於集團預期全部

三個業務分部均將錄得較高收入，因此預計集團的毛利率將於本年第二季度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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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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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Orasa Livasiri 小姐（主席）、樂錦壯

先生、黃漢儀先生、鄧冠雄先生及孔祥輝先生；非執行董事：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及

Petrus Antonius Maria van Bommel 先生；執行董事：李偉光先生、周全先生及黃梓达先生。

                   

 

  承董事會命 
  董事 

  李偉光 

 

                                                                                     

 

香港，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