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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公布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 

*  *  * 

蓄勢待發，強勁復甦 

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新增訂單總額按年增長 46.3% 
 

集團業績概覽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 
 按年  按季 按年 

新增訂單總額(港幣百萬元) 18,488.0 +16.7% 5,102.3 +12.9% +46.3% 

收入(港幣百萬元) 16,887.2 +6.3% 4,917.9 +15.2% +10.5% 
 

集團  (包括一次性項目及其相關稅務影響)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 
 按年  按季 按年 

毛利率 32.5% -232點子 28.9% -399點子 -584 點子 

盈利(港幣百萬元) 1,630.5 +162.0% 1,005.8 +330.0% +353.4% 

盈利率 9.7% +574點子 20.5% +1,497點子 +1,547點子 

 

集團  (不包括一次性項目及其相關稅務影響)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 
 按年  按季 按年 

毛利率 33.6% -114點子 33.0% +6點子 -179點子 

盈利(港幣百萬元) 1,002.4 +61.1% 377.7 +61.5% +70.2% 

盈利率 5.9% +202點子 7.7% +220點子 +269點子 

 

集團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摘要 

 收入為港幣 49.2億元(6.34億美元)，超越預測上限。 

 本季度兩項「一次性項目」:  

o 完成對集團物料分部 55.56%的出售計劃而錄得港幣 8.59億元收益。 

o 為增強集團未來表現所採取的精簡產品組合措施而計提總額為港幣 2.55億元的撥備。 

 

集團二零二零年摘要 

 每股盈利為港幣 3.97元。 

 每股派息為港幣 2.70元(包括中期股息港幣 0.70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結存創新高達港幣 44.6億元。 

 

二零二一年第一季收入預測 

 介乎 5至 5.5億美元之間，將創第一季度收入紀錄（不包括物料分部的收入）。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香港訊) —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ASMPT」/「集

團」)(股份代號:0522)公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的業績。ASMPT的技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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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二頁) 

 

集團重點摘要–二零二零年度 

在經歷二零二零年 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全球經濟衰退及貿易局勢緊張等史無前例的挑戰

後，集團相對毫髮無損地安然過渡，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收入為港

幣 168.9 億元(相當於 21.8 億美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158.8 億元，相當於 20.3 億美元)，按

年增加 6.3%。 

 

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出色的財務表現基於以下因素。一方面，全球數碼轉型加快推動對個人電

腦設備、連接及 HPC設備的需求大幅增加。這加大客戶對集團主流工具及先進封裝(「AP」)

解決方案的需求(AP收入按年錄得逾 50%增長)。全球 5G的推出亦提高客戶對擴大產能及性

能的需求。最後，此前受重挫之汽車業亦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開始出現復甦的曙光，令集團

的半導體解決方案及 SMT解決方案分部從中受益。 

 

集團的收入增長相對強勁，與其新增訂單總額錄得的 16.7%之按年增長趨勢一致。自二零一

零年以來，集團首次於下半年錄得的新增訂單總額超越上半年。從集團 AP 工具的新增訂單

可見來自全球整合設備製造商、領先的產品設計和晶圓代工公司、高密度基板製造商以及主

要的外判組裝和測試公司的客戶需求的擴大。 

 

集團盈利（包括一次性項目及其相關稅務影響）為港幣 16.3億元，按年增加 162.0%。兩項一

次性項目概述如下： 

 

1. 完成出售物料分部 55.56%的計劃為集團帶來港幣 8.59億元收益。 

2. 精簡集團產品組合所導致的存貨減值、終止供應商合約及製造資產減值的撥備合共港

幣 2.55億元。這是集團用以強化市場地位、提高營運效率及優化成本結構的多項重要

措施中一項。 

 

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度末錄得強勁的未完成訂單總額達港幣 59.3億元（7.65億美元），及訂單對

付運比率為 1.09。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持有創紀錄的港幣 44.6億元現金及銀

行存款。 

 

根據集團的財務業績，董事會建議向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 2.00元（二零一九年：末期

股息港幣 0.70元）。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度合計每股派息為港幣 2.7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2.00

元），派息比率為 68%。這延續了自一九八九年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以來，集團維持在全球經濟

和半導體週期的高峰和低谷期間持續每年派發股息的良好紀錄。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三頁) 

 

集團重點摘要–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 

集團錄得收入為港幣 49.2 億元（6.34 億美元），按年及按季分別增長 10.5%及 15.2%，遠高

於 5.30億美元至 5.90億美元的預測收入。 

 

集團第四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為港幣 51.0億元（6.58億美元），為第四季度的歷史新高，按

年及按季分別增加 46.3%及 12.9%。此出色的表現亦打破第四季度通常是年內淡季的趨勢。 

 

ASMPT 行政總裁黃梓达先生表示:「儘管 ASMPT 最初於二零二零年受到 2019 冠狀病毒病疫

情影響，然而我們的員工、供應商及業務夥伴展現出強大的韌性及適應力，有助我們以果斷

行動消除營運障礙並繼續履行對客戶的承諾。疫情持續帶來挑戰，但亦締造出前所未有的機

遇，尤其加快商業、社會及全球經濟的數碼化轉型，例如各類『在家生活』活動刺激數碼需

求大幅上升。這加上 5G 技術、HPC 及汽車電動化等大趨勢，推動了全球對半導體需求的強

勁增長。」 

 

分部重點摘要–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 

半導體解決方案分部 

半導體解決方案分部的第四季度收入為有史以來最高的第四季度收入。收入為港幣 23.8億元

（3.07億美元），按年和按季分別激增 17.3%和 24.1%。此分部出色的收入表現受以下發展所

驅動：  

 

 集成電路/離散器件業務單位受惠於移動及個人電腦設備，以及 HPC應用的強勁需求。 

 光電業務單位的傳統顯示器及一般照明客戶需求強勁，亦於小型及微型 LED應用有

增長機遇。 

 CIS業務單位收入按季錄得增長，反映應用領域有改善的跡象。 

 在產品層面，此分部的主流固晶及引線焊接機第四季度收入按年亦錄得強勁增長。 

 

此分部新增訂單總額為港幣 25.9億元（3.34億美元），更為第四季度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

全部三個業務單位的新增訂單總額按年均錄得強勁增長。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四頁) 

 

SMT 解決方案分部 

SMT解決方案分部於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的收入為港幣 19.3億元（2.49億美元），按年及按

季分別增加 1.4%及 10.4%。季度收入增長主要歸因於對汽車，5G基建和工業應用的終端市場

需求強勁。在產品層面，用於系統封裝(「SiP」)的高精度 SMT系統（此分部的 AP工具）的

需求持續強勁。值得留意的是，此分部的設備服務和零部件業務於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表現

有強勁的回升，尤其在歐元區和美洲，顯示客戶的生產活動有所改善。 

 

此分部於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為港幣 16.1億元（2.08億美元），按年增加 4.7%，

按季則減少 9.1%。儘管新增訂單總額按季有所下跌，但汽車客戶的新增訂單總額錄得按季增

長。 

 

物料分部(自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不再列入合併報表) 

物料分部於本季度實現了幾個里程碑。首先，分部於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的收入為港幣 6.08

億元（7,850萬美元），創下季度歷史新高，按年和按季分別增加 17.8%和 1.0%。其次，此分

部於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亦創下歷史新高，達港幣 9.04億元（1.17億美元），

按年和按季分別增加 64.7%和 75.3%。此上揚的訂單勢頭反映半導體器件需求強勁，並繼而推

動客戶對封裝和裝嵌設備的需求。 

 

自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此分部業務的財務業績不再納入合併，並在集團的財務報

表中以權益法入賬。此為於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公布並已按計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完成與主要夥伴成立策略合營公司(「SJV」)計劃的一部分。集團於名為先進封裝材料國際

有限公司 (「AAMI」) 的 SJV持有 44.44%權益。AAMI以獨立實體運營及繼續對集團業務

至關重要。 

 

黃先生強調:「集團以正面的姿態結束了二零二零年，為未來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我們對於二

零二一年橫跨各種應用市場的半導體市場廣泛增長的預測前景感到樂觀。長遠而言，5G創新、

HPC 及汽車電動化等大趨勢依然是持續大力推動，並驅動集團未來數年表現的主要因素。」 

 

股息政策 

集團為未來製訂明確的股息政策，繼續維持每年約 50%的穩定年度派息比率。這相當於集團

在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二零年的平均派息比率。集團今後每年的實際派息比率將取決於多種因

素，包括集團的策略和財務表現、其流動性和融資需求以及當前的市場前景。董事會將不時

參考本集團的未來前景和資金需求等因素，審視該股息政策。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五頁) 

 

二零二一年前景 

行業研究預測半導體將於二零二一年出現廣泛增長，以加速整體數碼化轉型趨勢及汽車和工

業市場復甦均為主要驅動力。 

 

自二零二一年開始，半導體解決方案分部之新增訂單經歷前所未有的勢頭，集團預期二零二

一年第一季度新增訂單總額將會超越 7 億美元。全球經濟情況改善，與及半導體積極補充存

貨，導致全世界供應鏈情況緊張。儘管集團的供應鏈初時亦受到影響，然而半導體解決方案

分部預期仍將實現強勁的按季收入增長，惟該增長部分會被 SMT解決方案分部的季節性按季

收入減少所抵銷。整體而言，就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的收入預測方面，集團收入預計將介乎

5 至 5.5 億美元，這將是第一季度的季度收入紀錄（不包括物料分部的收入）。集團已積極提

升產能應對，以滿足在未來數個季度向客戶付運的承諾。 

 

集團除致力增加收入，確保穩定及可持續長期盈利能力亦是集團首要任務。 於二零二零年，

集團進行了全面的策略性檢討，目標是在未來顯著提高其市場地位和盈利能力。 

 

黃先生解釋：「集團將在未來數個季度推出一系列策略性措施。這包括精簡及增強其產品組合、

在裝嵌設備市場的中及高端市場增加市場佔有率及改善產品的成本結構。我們有信心這些措

施將持續提高集團長期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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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六頁) 

 

關於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ASMPT(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 0522)是全球領先之半導體及電子產品製造硬件及軟件解決方案供應商。其總部

位於新加坡，ASMPT的產品涵蓋半導體裝嵌及封裝及SMT(表面貼裝技術)行業，從晶圓沉積到各種解決方案，

這些方案能組織、組裝及封裝精巧的電子組件成各種終端用戶設備，包括電子產品、移動通訊器材、計算設備、

汽車、工業以及LED(顯示)。ASMPT與客戶緊密合作，持續投資於研究及發展，提供具有成本效益和行業影響

力的解決方案，以協助他們提升生產效率、可靠性及產品的質量。 

 

ASMPT 是恒生科技指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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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之成份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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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4 4812 / 2114 4319 / 2864 4890  

傳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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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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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損益表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總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重列)   

  
  

    

收入  14,700,250 14,030,169 2,186,994 1,852,873 16,887,244 15,883,042 

銷貨成本  (9,561,369) (8,693,410) (1,844,184) (1,665,757) (11,405,553) (10,359,167) 

毛利  5,138,881 5,336,759 342,810 187,116 5,481,691 5,523,875 

其他收益  102,596 89,582 15,544 3,777 118,140 93,359 

銷售及分銷費用  (1,521,751) (1,536,117) (50,311) (54,156) (1,572,062) (1,590,273) 

一般及行政費用  (901,769) (891,057) (76,221) (69,876) (977,990) (960,933) 

研究及發展支出  (1,621,576) (1,702,765) (17,659) (8,093) (1,639,235) (1,710,858)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 859,042 - 859,042 - 

其他收益及虧損  (55,135) (53,992) (14,714) (782) (69,849) (54,774) 

其他支出  (147,476) - (25,700) (109,540) (173,176) (109,540) 

財務費用  (167,690) (213,413) (2,319) (1,709) (170,009) (215,122) 

除稅前盈利(虧損)  826,080 1,028,997 1,030,472 (53,263) 1,856,552 975,734 

所得稅開支  (189,468) (331,710) (36,581) (21,646) (226,049) (353,356) 

本年度盈利(虧損)  636,612 697,287 993,891 (74,909) 1,630,503 622,378 

 

本公司持有人本年度應佔 

  盈利(虧損):       

  

- 自持續經營業務       627,625 694,158 

- 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993,891 (74,909) 

       1,621,516 619,249 

非控股權益本年度應佔盈利:         

- 自持續經營業務       8,987 3,129 

本年度盈利       1,630,503 622,378 

每股盈利(自持續經營業務 

  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 基本       港幣 3.97 元 港幣 1.52元 

- 攤薄       港幣 3.95 元 港幣 1.52元 

         

每股盈利(自持續經營業務)         

- 基本       港幣 1.54 元 港幣 1.71元 

- 攤薄       港幣 1.53 元 港幣 1.70元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八頁)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盈利     1,630,503 622,378 

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不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界定福利退休計劃的除稅後重新計量     (26,100) (55,916) 

- 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價值列賬的權益性 

     工具之公平價值收益     - 8,020 

     (26,100) (47,896) 

       

其後可能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換算海外營運公司匯兌差額     460,908 (121,415) 

    - 視作出售海外營運公司而對累計匯兌儲備 

     之重新分類     (8,896) - 

    - 被指定對沖現金流的對沖工具之公平價值 

     減值     (55,804) - 

     396,208 (121,415)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370,108 (169,311)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000,611 453,067 

       

以下各方本年度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 本公司持有人     1,979,329 452,016 

- 非控股權益     21,282 1,051 

     2,000,611 453,067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九頁)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綜合損益表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總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重列)   

  
  

    

收入  4,309,506  3,932,333  608,426 516,566 4,917,932 4,448,899 

銷貨成本  (2,981,393)  (2,429,279) (513,948) (472,854) (3,495,341) (2,902,133) 

毛利  1,328,113 1,503,054 94,478 43,712 1,422,591 1,546,766 

其他收益  10,904   13,875 2,261 676 13,165      14,551  

銷售及分銷費用  (408,538)  (403,046) (12,533)  (14,868) (421,071) (417,914) 

一般及行政費用  (243,313)  (245,521) (22,286)  (17,364) (265,599) (262,885) 

研究及發展支出  (432,997)  (444,028) (6,093)  (1,877) (439,090) (445,905)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 859,042 - 859,042 - 

其他收益及虧損  (8,182) (16,621) (5,474) (1,010) (13,656) (17,631) 

其他支出  (66,792)  -    (9,122)  (109,540) (75,914) (109,540) 

財務費用  (50,276)  (44,818) (1,326)  (328) (51,602) (45,146) 

除稅前盈利(虧損)  128,919  362,895  898,947 (100,599) 1,027,866 262,296 

所得稅開支  (14,177) (34,382) (7,868) (6,052) (22,045) (40,434) 

本期間盈利(虧損)  114,742   328,513 891,079 (106,651) 1,005,821 221,862 

本公司持有人本期間應佔 

  盈利(虧損):      

  

- 自持續經營業務      109,225 323,109 

-  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891,079 (106,651) 

      1,000,304 216,458 

        

非控股權益本期間應佔盈利:        

- 自持續經營業務       5,517 5,404 

本期間盈利      1,005,821 221,862 

每股盈利(自持續經營業務 

  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 基本      港幣 2.45 元 港幣 0.53元 

- 攤薄      港幣 2.43 元 港幣 0.53元 

        

每股盈利(自持續經營業務)       
 

- 基本      港幣 0.27 元 港幣 0.79元 

- 攤薄      港幣 0.27 元 港幣 0.79元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十頁)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盈利     1,005,821 221,862 

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不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界定福利退休計劃的除稅後重新計量     (26,100) (55,916) 

- 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價值列賬的權益性 

     工具之公平價值收益     -   8,020 

     (26,100) (47,896) 

其後可能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換算海外營運公司匯兌差額     333,464 104,750 

    - 視作出售海外營運公司而對累計匯兌儲備 

     之重新分類     (8,896) - 

    - 被指定對沖現金流的對沖工具之公平價值 

     減值     (4,977) - 

     319,591 104,75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293,491 56,85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299,312 278,716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 本公司持有人     1,285,017 270,770 

- 非控股權益     14,295 7,946 

     1,299,312 278,716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十一頁)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07,335 2,916,415 

 使用權資產   1,601,737 1,632,626 

 投資物業   85,263 53,645 

 商譽    1,159,030 1,047,851 

  無形資產   1,139,436 1,190,072 

  其他投資   111,106 93,471 

  合營公司之權益   1,240,001 - 

  融資租賃應收賬款   4,363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之按金   9,837 92,888 

  已付之租金按金   28,816 32,888 

  遞延稅項資產   569,129 384,624 

  其他非流動資產   8,519 19,979 

   8,364,572 7,464,459 

流動資產     

  存貨   5,773,007 6,291,276 

  融資租賃應收賬款   372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4,305,431 4,710,170 

  合營公司之聯屬公司應收賬款   326 -  

 衍生金融工具   45,564 3,482 

  可收回所得稅   213,781 49,604  

    已抵押銀行存款   594 - 

  原到期日逾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9,774 9,053 

  銀行結餘及現金   4,450,564 2,317,543 

   14,799,413 13,381,128 

     

流動負債     

  貿易負債及其他應付賬款   2,784,858 2,670,411 

  客戶預付款   1,239,316 861,766 

  合營公司及其聯屬公司應付賬款   110,277 - 

  衍生金融工具   - 9,295 

  租賃負債   169,730 188,633 

  撥備項目   308,722 283,696 

  應付所得稅   175,743 97,134 

  銀行貸款   547,210 321,364 

   5,335,856 4,432,299 

流動資產淨值   9,463,557 8,948,829 

   17,828,129 16,413,288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十二頁)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1,079 40,889 

  股息儲備   821,592 286,227 

  其他儲備   12,306,918 11,301,200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13,169,589  11,628,316  

非控股權益     24,658   3,376  

權益總額   13,194,247 11,631,69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2,500,476 2,722,118 

  租賃負債   1,352,476 1,362,169 

  退休福利責任   319,821 260,551 

  撥備項目   51,345 53,024 

  衍生金融工具   55,804 - 

  遞延稅項負債   232,377 233,788 

  其他負債及應計項目   121,583 149,946 

   4,633,882 4,781,596 

   17,828,129 16,413,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