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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PT 公布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業績 
*  *  * 

新增訂單總額創季度新高 
 

摘要 

 
 

 集團收入為 5.557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增加 15.5%及 2.8% 
 
 盈利為港幣 6.156 億元，較去年同期(不包括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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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前三個月分別增加 16.8%及 35.9% 
 
 每股盈利為港幣 1.52 元，較去年同期(不包括去年關於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的非

現金收益)及前三個月分別增加港幣 0.21 元及港幣 0.40 元 
 

 後工序設備業務收入為 2.826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增加 10.5%及 12.9% 
 
 物料業務收入創季度新高達 7,48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增加 17.7%及

15.1% 
 
 SMT 解決方案業務收入為 1.98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2.6%，較前三個月則減少

11.9% 
 
 集團季度新增訂單總額創新高達 7.542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增加 24.0%

及 51.9%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底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結存為港幣 32.8 億元，而於二零一七年年底的
結存為港幣 30.6 億元 
 

 訂貨對付運比率為 1.36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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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公布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季度業績。期内，ASMPT 的新增訂單總額創新高，達 7.542 億美元。集

團第一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分別按季飆升 51.9%及按年增加 24.0%。集團的訂貨對付運比率

為 1.36。於本年第一季末的未完成訂單總額上升至 7.493 億美元的新高，較去年末增加 39.1%。 

 

從本年第一季度起，集團須採納新的會計準則確認收入。因此，集團於本年第一季度額外確

認 470 萬美元收入，主要源於去年度的付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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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會計準則並無改變，集團於本年第一季度收入為 5.51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及上一季度分

別增加 14.6%及 1.9%，為集團歷來最高的第一季度收入水平。事實上，集團全部三個業務分

部均錄得有史以來最高的第一季度收入。 

 

集團於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 6.156 億元。回顧期内季度的每股基本盈

利為港幣 1.52 元(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港幣 1.80 元) 。由於採納新的會計準則確認收入，

使集團產生額外盈利港幣 2,090 萬元。不包括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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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於本年第一季的盈利

則按年增加 16.8%。 

 

ASMPT 行政總裁李偉光先生表示：「我們欣然報告，集團於本年首季的新增訂單總額創新高，

達 7.542 億美元，超越我們於年初所預期。特別是後工序設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按年飆升

25.3%，超越 4.00 億美元水平。儘管並無與智能手機升級週期相關的大額訂單，SMT 解決方

案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於首季創季度新高，超越預期。工業電子及汽車市場推動 SMT 解決方

案分部強勁的新增訂單總額。我們亦注意到客戶開始就建立 5G 流動網絡基建訂購 SMT 設

備。我們於本年第一季度新增訂單總額的強勁增長勢頭進一步確認我們認為半導體行業已進

入不同階段的信念。過去十年，行業主要由智能手機的發展所推動，現時行業則由，物聯網、

工業自動化、機械手、智能工廠、電力管理應用、汽車、智能城市、雲端計算、數據中心、

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及智能手機等的多元化增長動力所推動。連同 5G 網絡，這些多元化

的應用將刺激對半導體器件及我們產品的需求。」 

 

後工序設備分部收入按季及按年分別增加 12.9%及 10.5%至 2.826 億美元。為該分部有史以來

最高的第一季度收入。於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主要受產品組合影響，後工序設備分部毛利

率按年及按季分別減少 228 點子及 459 點子。分部盈利則按年及按季分別增加 1.7%及 18.8%。 

 

後工序設備分部的三大支柱，集成電路/離散器件、光電及 CIS 的新增訂單總額均按季錄得強

勁反彈。主動式鏡頭對位設備的新增訂單總額持續強勁，進一步確認集團認為客戶即使在智

能手機付運量增長放緩的情況下，仍將繼續為智能手機的主動式對位雙鏡頭及 3D 感應增加

新產能的想法正確。 

 

SMT 解決方案分部的收入於本年創第一季度的新高，SMT 解決方案分部的收入達 1.983 億美

元，按年增加 22.6%。於第一季度，SMT 解決方案分部毛利率按年減少 224 點子，按季則上

升 89 點子。分部盈利按年及按季分別上升 17.7%及 11.3%。 

 

物料分部收入按季及按年分別增加 15.1%及 17.7%，創季度新高達 7,480 萬美元。於第一季度，

物料分部毛利率按年減少 116 點子，按季則上升 85 點子。 

 

李先生總結：「受惠於集團持有龐大的未完成訂單總額，集團預期第二季度集團收入將介乎於

6.50 億美元至 7.10 億美元之間。繼首季強勁的新增訂單總額後，集團預期第二季度新增訂單

總額仍將按年錄得單位數字百分比增長。在高營業額的支持下，集團預期毛利率將較本年第

一季度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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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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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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截至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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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4,345,900   4,227,229 3,761,237 
銷貨成本   (2,712,984) (2,568,194) (2,259,969) 
毛利   1,632,916 1,659,035 1,501,268 
其他收益   20,493 16,754 16,031 
銷售及分銷費用   (351,836) (432,485) (333,062) 
一般及行政費用   (232,896) (276,180) (180,869) 
研究及發展支出   (354,658) (381,639) (317,707) 
其他收益及虧損   30,948 (19,849) (11,985)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   - - 202,104 
財務費用   (36,680) (36,913) (39,932) 
除稅前盈利   708,287   528,723 835,848 
所得稅開支   (92,663) (75,747) (106,669) 
本期間盈利  615,624 452,976 729,179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盈利部分:      
  本公司持有人   617,780 457,941 736,024 
  非控股權益   (2,156) (4,965) (6,845) 
   615,624 452,976 729,179 

      
每股盈利      
－ 基本   港幣 1.52 元 港幣 1.12 元 港幣 1.80 元 

－ 攤薄   港幣 1.52 元 港幣 1.12 元 港幣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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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截至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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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624 452,976 729,179 
      
其他全面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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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36 104,846 70,7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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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23 -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230,536 107,869 70,75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846,160 560,845 799,933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全面收益      
 總額部分:      
 本公司持有人   848,324 565,813 806,781 
 非控股權益   (2,164) (4,968) (6,848) 
   846,160 560,845 79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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