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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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 

第一季度未經審核業績公布 
 

物料新增訂單反彈: 市場復甦的端倪 

 

• 集團收入為 4.67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及去年同期分別減少 23.2%及 15.8% 
 

• 盈利為港幣 1.08 億元，較前三個月及去年同期分別減少 49.0%及 82.4% 
 

• 每股盈利為港幣0.27元，較前三個月及去年同期分別減少港幣0.25元及港幣1.25
元 

 
• 後工序設備業務收入為 1.96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及去年同期分別減少 15.9%及

30.4% 
 

• 物料業務收入為 5,050 萬美元，較前三個月及去年同期分別減少 15.5%及 32.3% 
 

• SMT 解決方案業務收入為 2.2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1.4%，較前三個月則
減少 30.1% 

 
• 集團季度新增訂單總額為 4.60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及去年同期分別減少 3.0%及

39.0% 
 
•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底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結存為港幣 26.1 億元，而於二零一八年

年底的結存為港幣 22.5 億元 
 

• 訂貨對付運比率為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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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會欣然宣布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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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收入為港幣36.6億元(4.67億美元)，較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的港幣43.5
億元(5.56億美元) 減少15.8%，亦較上一季度的港幣47.7億元(6.09億美元)減少23.2%。集團於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1.08億元，二零一八年同期盈利為港幣6.16億元，上

一季度盈利為港幣2.12億元。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的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0.27元(二零一八年第

一季度：港幣1.52元，二零一八年第四季度：港幣0.52元)。 
 

財務概要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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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660,015  4,767,696 4,345,900 
銷貨成本   (2,419,791) (3,196,406) (2,712,984) 
毛利   1,240,224 1,571,290 1,632,916 
其他收益   14,088 11,648 20,493 
銷售及分銷費用   (368,421) (478,461) (351,836) 
一般及行政費用   (223,458) (251,290) (232,896) 
研究及發展支出   (409,056) (424,060) (354,658) 
其他收益及虧損   16,208 (1,174) 30,948 
重組費用   - (19,067) - 
財務費用   (86,807) (51,065) (36,680) 
除稅前盈利   182,778   357,821 708,287 
所得稅開支   (74,541) (145,606) (92,663) 
本期間盈利  108,237 212,215 615,624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盈利(虧損):      
  本公司持有人   110,058 211,161 617,780 
  非控股權益   (1,821) 1,054 (2,156) 
   108,237 212,215 615,624 

      
每股盈利  3    
－ 基本   港幣 0.27 元 港幣 0.52 元 港幣 1.52 元 

－ 攤薄   港幣 0.27 元 港幣 0.52 元 港幣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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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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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37 212,215 61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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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8 (29,632) 230,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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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00 -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18,218 (26,232) 230,53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26,455 185,983 846,160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全面收益(支出)      
 總額:      
 本公司持有人   129,666 186,904 848,324 
 非控股權益   (3,211) (921) (2,164) 
   126,455 185,983 84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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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除衍生金融工具、其他投資（分類為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權益性工

具）及若干金融負債按各報告期期末之公平價值計量外，本財務概要乃按歷史成本基

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外，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財務概要所應用之會計政策

與本集團編製之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完全

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於本年度，集團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

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的詮釋，為識別租賃安排及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會計

處理引入一個全面性的模式。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承租人會計中營運租賃和融資租賃的區別被移除，取

而代之的模式是承租人必須確認全部租賃的使用權資產和租賃的負債，惟短期租賃和

低值資產租賃則除外。 
 

使用權資產初次按成本計量，隨後則按成本（惟若干例外情況除外）減累計折舊及減

值虧損計量，並就租賃負債的任何重新計量作出調整。租賃負債按當日未付之租賃款

項之現值作初次計量。隨後，租賃負債會就利息及租賃款項、租約修訂的影響及其他

因素作出調整。 
 
除了若干使用於出租人的要求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大致保留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內對出租人的會計要求， 並繼續要求出租人將租約分類為營運租約或融資租約。 
 
集團選擇實際權宜做法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於以往被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詮譯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界定為租賃

的合約，以及不採用此準則於以往不被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

譯委員會） — 詮譯第4號界定為包含租約的合約。因此，集團不會重新評估於初始採用

日（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前存在的合約是否租約或包含租約。此外，集團作為承租

人選擇經修訂之追溯法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確認於初始採用對期初保留

盈利的累計影響，及並不重列比較資料。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允許的實際權宜做法，集團選擇不確認有關於初始採用

日起計租賃期少於十二個月的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 

 

下表概述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集團之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影

響。不受變動影響的項目並不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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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會計政策 (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影響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如報告所列 

 
未採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6 號之金額 

 

本期間盈利 
增加╱（減少）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貨成本  (2,419,791) (2,423,236) 3,445 
銷售及分銷費用  (368,421) (368,982) 561 
一般及行政費用  (223,458) (224,412) 954 
研究及發展支出  (409,056) (410,838) 1,782 
其他收益及虧損  16,208 23,021 (6,813) 
財務費用  (86,807) (72,426) (14,381) 
所得稅開支  (74,541) (77,908) 3,367 
本期間盈利  108,237 119,322 (11,085)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26,455 137,482 (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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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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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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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7,196 1,828,624 2,209,896 
  表面貼裝技術(「SMT」)解決方案 1,726,887 2,470,237 1,550,745 
  物料 395,932 468,835 585,259 
 3,660,015 4,767,696 4,345,900 

    

分部盈利    
  後工序設備 52,875 165,004 502,141 
  SMT 解決方案 213,398 298,654 200,644 
  物料 10,472 3,333 39,246 
 276,745 466,991 742,031 
利息收入 5,883 4,885 9,580 
財務費用 (86,807) (51,065) (36,680) 
未分配其他支出 -   (1,470) - 
未分配外幣淨匯兌收益（虧損）及 

  外幣遠期合約的公平價值變動 7,205   (2,300) 27,060 
未分配一般及行政費用 (28,424) (40,153) (33,704) 
於一項收購中之或然代價調整 8,176 - - 
重組成本 -   (19,067) - 
除稅前盈利 182,778 357,821 708,287 

    
分部盈利之百分比    
  後工序設備 3.4% 9.0% 22.7% 
  SMT 解決方案 12.4% 12.1% 12.9% 
  物料 2.6% 0.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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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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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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58 211,161 617,780 
加：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支出 (附註)   - - 35,902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  110,058 211,161 65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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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671 404,580 406,376 
     
潛在攤薄影響之股數：     

- 僱員股份奬勵制度  400 2,353 431 
- 可換股債券 (附註)  - - 23,852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股數  407,071 406,933 430,659 

 

附註：計算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

股攤薄盈利時，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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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每股攤薄盈利。 

 

計算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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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換股債券的利息支出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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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集團的業績大致與預期相符。正如集團預期，半導體行業於本期間處於

調整期。然而，作爲市場領先指標的引綫框架的新增訂單總額開始反彈，有跡象顯示市場或

許已觸底並開始反彈。 

 

集團於本年度第一季度的收入為 4.67 億美元，較上一季度及去年同期分別減少 23.2%及

15.8%。集團新增訂單總額為 4.60 億美元，分別按季輕微減少 3.0%，按年減少 39.0%。 

 

與往年比較，本年度集團未見後工序設備分部的訂單勢頭於農曆新年之後如往年般出現顯著

回升。然而，從好的方面來看，儘管整體引線框架的新增訂單總額仍處於低水平，引線框架

第一季度新增訂單總額開始反彈。顯示引線框架市場或許已觸底並開始反彈。 

 

物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按季反彈 15.2%，而後工序設備分部及 SMT解決方案分部的新增訂

單總額分別按季輕微減少 4.2%及 5.1%。 

 

集團全部三個業務分部，即物料分部、後工序設備分部及 SMT 解決方案分部，於第一季度

的新增訂單總額分別按年減少 37.4%、45.2%及 30.1%，反映半導體市場處於調整期。 

 

若集團對市場的解讀正確，引線框架的新增訂單總額一如以往般繼續作為市場領先指標，集

團預期後工序設備於第二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將錄得按季反彈。然而，集團相信新增訂單總

額仍將顯著地低於二零一八年同期的水平。 

 

在應用分部方面，集成電路/離散器件及CIS市場的新增訂單總額皆表現優秀，集團的CIS設

備新增訂單總額較去年第四季度反彈逾倍，主要由於季節性因素所致。但較去年同期則減少

逾 20%。不計及收購 ASM NEXX 所帶來的影響，集成電路/離散器件的新增訂單總額從去年

第四季度水平亦反彈逾 30%，但較去年同期仍減少逾 50%。 

 

集團的訂貨對付運比率為 0.99。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末的未完成訂單總額為 6.52 億美元，較

二零一八年第四季度輕微減少 0.4%。 

 

集團於本年度第一季度的毛利率為 33.9%，較上一季度改善 93 點子，較去年同期則減少 369
點子。毛利率按年減少主要因為產品組合，以及銷量及產能使用率下跌所致。後工序設備只

佔集團第一季度總收入的 42.0%，較去年的 50.8%顯著減少。集團預計，整體毛利率將於未

來季度反彈至較高水平。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 

新增訂單總額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 

收入 
 金額  

(百萬美元) 
按年 按季 金額  

(百萬美元) 
按年 按季 

集團 460.3 -39.0% -3.0% 466.6 -15.8% -23.2% 
後工序設備分部 222.7 -45.2% -4.2% 195.9 -30.4% -15.9% 
物料分部 46.0 -37.4% +15.2% 50.5 -32.3% -15.5% 
SMT 解決方案分部 191.6 -30.1% -5.1% 220.2 +11.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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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 

 

集團 

按年 按季 

新增訂單總額 -39.0% -3.0% 
收入 -15.8% -23.2% 
毛利率 -369 點子 +93 點子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 -64.1% -34.7% 
盈利 -82.4% -49.0% 
盈利率 -1121 點子 -149 點子 

 
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 

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第一季度收入按季及按年分別減少 15.9%及 30.4%至 1.96 億美元，佔集

團總收入的 42.0%。毛利率按年及按季分別減少 508 點子及 383 點子至 39.2%，主要因為銷

量下跌及已安裝產能使用率不足所致。因此，此分部的盈利按年及按季分別減少 89.5%及

68.0%。 

 
物料業務分部 

物料業務分部第一季度收入按季及按年分別減少 15.5%及 32.3%至 5,050萬美元。物料業務分

部佔集團總收入的 10.8%。毛利率按年減少 271 點子，按季則增加 275 點子至 10.4%。分部

盈利按年減少 73.3%，按季則增加 214.2%。 

 
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 

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第一季度收入為 2.20 億美元，按年增長 11.4%，較上一季度則減少

30.1%。SMT 解決方案業務分部佔集團總收入的 47.2%。毛利率按年減少 269 點子，按季則

增加 423 點子至 34.5%。分部盈利按年增加 6.4%，較上一季度則減少 28.5%。 

 

二零一九年 

第一季度 
後工序設備分部 物料分部 SMT 解決方案分部 
按年 按季 按年 按季 按年 按季 

新增訂單總額 -45.2% -4.2% -37.4% +15.2% -30.1% -5.1% 
收入 -30.4% -15.9% -32.3% -15.5% +11.4% -30.1% 
毛利率 -508 點子 -383 點子 -271 點子 +275 點子 -269 點子 +423 點子 
分部盈利 -89.5% -68.0% -73.3% +214.2% +6.4% -28.5% 
分部盈利率 -1928 點子 -558 點子 -406 點子 +193 點子 -58 點子 +27 點子 

 
按地區劃分，中國、歐洲、美洲、越南及馬來西亞為集團於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的首五大市

場。集團業務繼續建基於多元化的客戶基礎。於本年度第一季度，首五大客戶共佔集團總收

入 17.6%，80%的收入來自 130 位客戶。 

 

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債券到期日）贖回全部尚未行使的可換股債券，其本金

金額為 22.5 億港元，並以 25.0 億港元之銀團貸款為債券贖回提供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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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鑒於本年度第一季度新增訂單總額水平較低，集團預期第二季度的收入將介乎 4.9億至 5.4億
美元，而集團毛利率則介乎 34%至 36%。 

後工序業務預期將帶動按季增長。就新增訂單總額而言，集團預期市場將繼續改善。集團新

增訂單總額預期將較本年度第一季度錄得雙位數百份比增長。然而，集團預計其仍將遠低於

去年同期的新增訂單總額。 

儘管現在確切地預測市場將於本年度稍後時間復甦仍為時尚早，然而集團的眾多客戶相信，

目前市場獲得改善的機會遠高於進一步轉弱的可能性。 

 

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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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漢儀先生及鄧冠雄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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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靖民先生及黃梓达先生。 

                  

 

  承董事會命 

  董事 

  李偉光 

                                                                                  

 

香港，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