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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PT 公布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業績 

*         *         * 

二零二零年首九個月的收入、新增訂單總額及盈利能力 

勝去年同期 

  

 

 

集團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重點摘要 

 收入為港幣 42.7 億元(5.51 億美元)，較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增加 2.6%，較二零二零年第二

季度則減少 1.2%。集團收入接近預測的上限。 

 新增訂單總額為港幣 45.2億元(5.83億美元)，較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增加 12.4%，亦較二零

二零年第二季度增加 23.5%。  

 毛利率為 32.9%，較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減少 182 點子，亦較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減少 228

點子。 

 盈利為港幣 2.34億元。  

 

集團二零二零年首九個月重點摘要 

 收入為港幣 119.7億元(15.4億美元)，按年增加 4.7%。 

 新增訂單總額為港幣 133.9億元(17.2億美元)，按年增加 8.4%。  

 毛利率為 33.9%，按年減少 87點子。 

 盈利為港幣 6.25億元，按年增加 56.0%。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未完成訂單總額為港幣 65.5億元(8.45億美元)。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結存為港幣 35.2億元。 

 訂單對付運比率為 1.12。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香港訊) —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ASMPT」，「集

團」) (股份代號: 0522)公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的業績。ASMPT

為全球最大之半導體及電子產品製造硬件及軟件解決方案的供應商，其技術使各類客戶能創

造出適合數碼世界的多元化半導體及電子產品和服務。 

 

儘管全球經濟充滿挑戰，ASMPT 於二零二零年首九個月的收入及盈利仍較二零一九年同期

(二零一九年首九個月) 錄得增長，新增訂單總額增長勢頭令人鼓舞。 

 

二零二零年首九個月集團回顧 

集團於二零二零年首九個月的收入較去年同期的港幣 114.3 億元(14.6 億美元)上升 4.7%至港

幣 119.7億元(15.4億美元) ，而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 6.25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5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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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PT受惠於若干範疇出現的新機遇，例如年內急速普及的在家工作安排所帶動對個人電腦

和連接設備的需求，5G基建配置和設備升級，皆推動了對公司解決方案：從固晶機及引線焊

接機業務以至先進封裝（AP）解決方案，與系統封裝業務產能和技術的強大需求。 

 

ASMPT廣泛的 AP解決方案獲得更多採用，尤其是用於數據中心及 5G相關應用的高性能計

算（HPC）裝置。因此，AP設備於二零二零年首九個月的收入已與其於二零一九年全年的收

入相當。此外，持續的全球貿易關係緊張促使中國的本地企業更投入於本地化生產，ASMPT

之中國業務收入於二零二零年首九個月與去年同期比較按年錄得增長。 

 

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集團回顧 

 

於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ASMPT的收入為港幣 42.7億元(5.51億美元) ，綜合除稅後盈利為

港幣 2.34億元，較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增加 5.2%，但較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則減少 36.0%。 

 

新增訂單總額增長令人鼓舞。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港幣 45.2億元，即

5.83億美元）按年及按季分別增加 12.4%及 23.5%，打破了歷來第三季度新增訂單總額低於第

二季度的趨勢。本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更為歷來第三季度第二高（最高記錄為二零一八年第

三季度）。 

 

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 ASMPT 的毛利率按年減少 182 點子至 32.9%，主要由於其半導體解決

方案和 SMT解決方案分部的毛利率下降所致，而物料分部的毛利率增長則緩減了該下降對集

團毛利率的影響。 

 

 

ASMPT 行政總裁黃梓达先生表示:「ASMPT的業務持續展現抗跌力及增長勢頭。我們的第三

季度收入接近我們預測的上限，新增訂單總額於二零二零年全年亦展現強勁增長勢頭，顯示

市場對我們產品及服務的需求穩健，整體營商氣氛亦可能得到改善。 

 

毛利率仍然受到輕微影響，ASMPT 會繼續專注於成本減省，以精簡營運及提高整體盈利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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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摘要 

 

於本季度，半導體解決方案分部的需求廣泛增長，包括固晶機及引線焊接機，可能反映了客

戶在市場環境改善的情況下提高了其產能。集成電路/離散器件業務單位受惠於在家工作安排

的增加，帶動了相關的運算解決方案的需求。全球特別是在中國的 5G基建陸續推出，則是另

一個推動本分部的因素。光電業務單位方面，繼續觀察到一般照明和傳統顯示屏應用的需求

持續增長，小型及微型 LED應用亦有增長機遇。儘管 CIS市場相對較疲弱，唯相對於二零二

零年第二季度的低基數，CIS 業務單位的新增訂單總額於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錄得強勁的增

長，令人鼓舞。 

 

SMT 解決方案分部於第三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為港幣 17.7 億元（2.29 億美元），較二零二零

年第二季度增加 37.3%，打破了歷來第三季度新增訂單總額較上一季度低之趨勢。新增訂單

總額表現主要受到與 5G 相關應用、智能手機及可穿戴設備的終端市場應用所推動。汽車及

工業市場的新增訂單總額也有改善的跡象，從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的低基數反彈。第三季度

毛利率為 29.9%，按年錄得下跌，主要由於來自汽車及工業應用市場的收入減少以及受到客

戶地域組合影響所致。 

 

以美元計，物料分部的收入達破紀錄的 77.8 百萬美元（港幣 6.03 億元），按年增長 22.4%。

此分部的第三季度毛利率按年增加 907 點子至 19.4%。毛利率增長主要由於較高產量所致，

而毛利和分部盈利亦均創歷史新高。 

 

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展望未來  

在設備市場氣氛改善的情況下，集團預計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的收入將介乎於 5.3 億美元至

5.9億美元之間。 

 

黃先生表示：「5G 基建在全球加速推出，對釋放數據創建和使用的龐大可能性至關重要。從

5G 設備的升級週期，包括電動和無人駕駛汽車、不斷增加對 HPC 性能的需求，以至在各行

業及消費者市場中受 5G推動而逐步普及的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應用均可見一斑。 

  

作為一家在整個數據創建和使用的光譜內開發和提供解決方案的公司，ASMPT已準備就緒，

進一步創新及開發產品及解決方案，以善用及支持上述的主要大趨勢。我們的領先地位預示

著其長期業務發展和增長。這些大趨勢將在未來繼續推動對我們業務的強大需求。」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四頁) 

 

關於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作為全球科技及市場領導者，ASMPT(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 0522)致力研發及提供表面貼裝技術的尖端解決方案

及半導體裝嵌及封裝行業的設備及物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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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通訊器材、汽車、工業以及LED。集團持續投資於研究及發展，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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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獲納入為恒生科技指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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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恒生香港 35 指數。詳細資訊請查閱

ASMPT 網頁 www.asmpacific.com。  

(完) 

新聞垂詢： 

 

林詒源 

企業傳訊總監 

電話：+65 6450 1445  

電郵：eg.lim@asmpt.com  

 

代表ASMPT：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吳燕霞/余志恒/劉蕙嘉 

電話：+852 2864 4812 / +852 2114 4319 / +852 2864 4890  

傳真：+852 2527 1196  

電郵：mandy.go@sprg.com.hk / antonio.yu@sprg.com.hk / cara.lau@sprg.com.hk  

(附件：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之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https://sp-ahk.asmpt.com/sites/hkc_test/Reports/Press%20release%20–%20Chinese/2020%20Q3/www.asmpacific.com
https://sp-ahk.asmpt.com/sites/hkc_test/Reports/Press%20release%20–%20Chinese/2020%20Q3/eg.lim@asmpt.com
https://sp-ahk.asmpt.com/sites/hkc_test/Reports/Press%20release%20–%20Chinese/2020%20Q3/mandy.go@sprg.com.hk
https://sp-ahk.asmpt.com/sites/hkc_test/Reports/Press%20release%20–%20Chinese/2020%20Q3/antonio.yu@sprg.com.hk
https://sp-ahk.asmpt.com/sites/hkc_test/Reports/Press%20release%20–%20Chinese/2020%20Q3/cara.lau@sprg.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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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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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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7,775 4,159,354 11,969,312 11,434,143 

銷貨成本  (2,862,777) (2,714,347) (7,910,212) (7,457,034) 

毛利  1,404,998 1,445,007 4,059,100 3,977,109 

其他收益  38,288 49,614 104,975 78,808 

銷售及分銷費用  (397,901) (418,244) (1,150,991) (1,172,359) 

一般及行政費用  (238,983) (241,612) (712,391) (698,048) 

研究及發展支出  (413,685) (435,951) (1,200,145) (1,264,953) 

其他收益及虧損  (27,511) (11,836) (56,193) (37,143) 

其他支出  (10,014) - (97,262) - 

財務費用  (38,748) (42,151) (118,407) (169,976) 

除稅前盈利  316,444 344,827 828,686 713,438 

所得稅開支  (82,544) (122,580) (204,004) (312,922) 

本期間盈利  233,900 222,247 624,682 400,516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盈利(虧損)：     

 本公司持有人  231,840 223,304 621,212 402,791 

 非控股權益  2,060 (1,057) 3,470 (2,275) 

   233,900 222,247 624,682 400,516 

      

每股盈利      

 - 基本  港幣 0.57 元 港幣 0.55元 港幣 1.52 元 港幣 0.99元 

 - 攤薄  港幣 0.57 元 港幣 0.55元 港幣 1.52 元 港幣 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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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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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900 222,247 624,682 4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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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750 (174,778) 127,444 (226,165) 

 

其後可能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被指定對沖現金流的對沖工具之 

  公平價值減值  (12,173) -    (50,827) -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267,577 (174,778) 76,617 (226,165)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501,477 47,469 701,299 174,351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本公司持有人  495,297 52,254 694,312 181,246 

 非控股權益   6,180 (4,785)  6,987 (6,895) 

  501,477 47,469 701,299 174,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