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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PT 公布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業績 

*  *  * 

ASMPT 於充滿挑戰的市場環境下仍然表現強韌 
 

摘要 
 

 集團收入為 3.68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減少 6.3%及 2.3% 

 

 盈利為港幣 1.279 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55.0%，較前三個月則增加 156.7% 

 

 每股盈利為港幣 0.33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港幣 0.38 元，較前三個月則增加港幣 0.20
元 

 

 後工序設備業務收入為 1.64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6.3%，較前三個月則增加 7.8% 

 

 物料業務收入為 5,51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3.0%，較前三個月則增加 5.1% 

 

 SMT 解決方案業務收入為1.484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三個月分別減少7.6%及13.5% 

 

 集團新增訂單總額為 4.093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增加 7.5%，較去年同期則減少 11.9%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底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結存為港幣 28.8 億元，而於二零一五年年底的

結存為港幣 22.8 億元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香港訊) — 全球最大之半導體裝嵌及包裝和 SMT 設備供應商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ASMPT」/「集團」) (股份代號：0522) 今日公布截至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季度業績。期內，集團的訂單總額較上一季度進一步改

善，並預期第二季度的集團收入將較第一季度取得雙位數百分比的增長，主要由後工序設備

業務分部及物料業務分部所帶動。 

 

集團收入為港幣 28.6 億元，較上一季度及去年同期分別減少 2.3%及 6.3%。錄得輕微下跌主
要由於集團在農曆新年假期後面對來自供應商的供應問題所致。集團於本季度綜合除稅後盈
利為港幣 1.279 億元，較上一季度盈利港幣 4,980 萬元激增 156.7%。回顧季度的每股基本盈
利為港幣 0.33 元 (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港幣 0.71 元)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
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結存為港幣 28.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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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ASMPT 的訂單總額為 4.093 億美元，較去年第四季度增加 7.5%，較

去年同期則減少 11.9%。集團的訂貨對付運比率(以訂單淨額除付運額計算)為 1.11。第一季

度末的未完成訂單總額增加至 4.337 億美元，較去年年底增加 11.5%。 

 

ASMPT 行政總裁李偉光先生表示：「儘管市場形勢嚴峻，但 ASMPT 依然表現強韌，訂單總

額按季仍有所增長。我們專注多元化的應用市場、致力發展產品以應對增長的市場、豐富的

產品組合及廣闊的客戶基礎的長遠策略已見成效。」 

 

於第一季度，物料業務分部的毛利率及盈利能力持續得到改善，毛利率按季增加 1.0%（101
個點子）及按年增加 1.0%（100 個點子）。該業務分部的收入為 5,510 萬美元，較上一季度增

加 5.1%，較去年同期則輕微減少 3.0%。物料業務分部的訂單總額按季及按年分別增加 13.8%
及 18.8%。 

 

ASMPT 的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首季收入為 1.648 億美元，較上一季度增加 7.8%，較去年同期

則減少 6.3%。儘管其收入仍處於較低的水平，但分部的毛利率達 39.9%，較上一季度及去年

同期分別增加 2.6%（262 個點子）及 0.4%（43 個點子）。焊線機、覆晶焊接機、CIS 設備及

激光刻槽及切割設備收入均錄得按年增長。 

 

期內，後工序設備業務分部的訂單總額按季增加 23.3%，按年則減少 6.6%。後工序設備業務

分部所有主要產品的季度訂單總額均錄得增長，而且部份產品的訂單總額亦較去年第一季度

有所增長。 

 

SMT解決方案業務分部第一季度的收入為1.484億美元，按季及按年分別減少13.5%及7.6%。

基於產品組合及收入的減少，該業務分部的毛利率較上一季度大幅減少至 31.7%。SMT 解決

方案業務分部的訂單總額，按季及按年分別減少 10.4%及 26.1%，由於 SMT 設備市場一般落

後於後工序設備市場一至兩個季度，因此該分部錄得收縮實屬意料之內。 

 

李先生總結:「隨著訂單持續增加，我們預計第二季度的集團收入將較第一季度取得雙位數百

分比的增長。我們繼續積極控制成本的同時，亦致力提升收入的增長及保持強勁的資產負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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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ASMPT」）（股份代號：0522），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裝嵌

及封裝和表面貼裝技術方案的供應商，致力研發及提供尖端解決方案及物料。其解決方案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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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

二極管（LED）應用及太陽能市場等。ASMPT 持續投資於研發上，為客戶提供創新和具有成

本效益的解決方案和系統，以協助他們提升生產效率、可靠性和產品的質量。 

 

ASMPT 自 1989 年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目前，ASMPT 已獲納入為以下恒生綜合指數內

的成份股︰恒生香港中型股指數、恒生資訊科技業指數、恒生香港 35 指數及恒生環球綜合指

數。詳細資訊請查閱 ASMPT 網頁 http://www.asmpacific.com。 
 

 
( 完 ) 

 

新聞垂詢：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吳燕霞 / 陳可欣 /余志恒 

電話：2864 4812 / 2864 4806 / 2114 4319 
傳真：2527 1196 
電郵：mandy.go@sprg.com.hk / kate.chan@sprg.com.hk / antonio.yu@sprg.com.hk 
 

(附件: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之財務概要及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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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財務概要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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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2,074   2,928,394 3,055,866 
銷貨成本   (1,915,970) (1,841,886) (1,942,731) 
毛利   946,104 1,086,508 1,113,135 
其他收益   5,271 7,863 7,674 
銷售及分銷費用   (285,860) (333,223) (298,111) 
一般及行政費用   (172,000) (209,554) (170,803) 
研究及發展支出   (266,286) (306,076) (281,232) 
其他收益及虧損   (4,923) (8,418) 70,438 
其他費用   (1,394) (28,496) - 
財務費用   (49,489) (39,956) (37,796) 
除稅前盈利   171,423   168,648  403,305 
所得稅開支   (43,492) (118,818) (118,709) 
本期間盈利  127,931 49,830 284,596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盈利部分: 

  本公司持有人   133,792 53,107 284,596 
  非控股權益   (5,861) (3,277) - 
   127,931 49,830 284,596 

      
每股盈利      
－ 基本   港幣 0.33 元 港幣 0.13 元 港幣 0.71 元 

－ 攤薄   港幣 0.33 元 港幣 0.13 元 港幣 0.7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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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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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31 49,830 28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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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69 (86,771) (268,4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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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689 -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137,869 (75,082) (268,447) 
      
本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265,800 (25,252) 1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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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596 (21,976) 16,149 
  非控股權益   (5,796) (3,276) - 
   265,800 (25,252) 1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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