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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PT 公布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業績 
*  *  * 

受惠廣泛需求推動 
二零二一年首季新增訂單總額創歷史新高達 10.1 億美元 

 
摘要 
 

(港幣百萬元) 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 按季 按年 

新增訂單總額 1 
7,827.6  

(10.1億美元) 
+86.4% +73.4% 

收入 1 
4,336.9 

(5.59億美元) 
+0.6% +45.6% 

毛利率 1, 2 (%) 39.6% +412 點子 +268點子 

盈利 1, 2, 3 528.4 +52.9% +1,972.2% 

盈利率 1, 2, 3 (%) 12.2% +416點子 +1,133點子 

附註 
1 不包括物料分部的貢獻，該分部自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不再納入合併，並以權益法入賬 
2 不包括於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錄得的一次性項目及其相關稅務影響 
3包括合營公司先進封裝材料國際有限公司(AAMI)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的業績持份 

 
集團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摘要 

 收入為港幣 43.4億元(5.59億美元)，超越收入預測上限 

 新增訂單總額創歷史新高達港幣 78.3億元(10.1 億美元)，超越預測並錄得﹕ 

o 強勁的未完成訂單總額為港幣 93.8億元(12.1億美元)，按季增加 58.2% 

o 訂單對付運比率為 1.80 

 毛利率大幅提升，按年及按季分別增加 268點子及 412 點子 

 盈利為港幣 5.28億元，其中包括 AAMI的業績持份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結存創新高達港幣 46.1億元 
 

二零二一年第二季度收入預測 

 介乎 6至 6.5億美元之間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香港訊) —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ASMPT」/「集

團」)(股份代號:0522) 公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季度業績。ASMPT的技

術使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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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宏觀經濟狀況有強勁改善的跡象下，以及全球從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中緩慢而不均衡的復

甦下，集團取得出色的財務業績。於本季度，集團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入錄得港幣43.4億元

（相當於5.59億美元）(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港幣29.8億元，相當於3.83億美元)。集團期內綜

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5.28億元(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港幣2,550萬元)。期內每股基本盈利為港

幣1.27元(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港幣0.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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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表現來自於廣泛的因素。其中之一，是客戶增加對產能擴張的投資以達致半導體自給自

足。汽車及工業應用的持續復甦，加上長期增長趨勢包括數碼轉型加速、汽車電動化及 5G 在

全球推出持續發揮其影響力。 

 

ASMPT 行政總裁黃梓达先生表示:「二零二零年是動盪不穩的一年，但我們仍能在良好的狀

態下完結。我對本季度的業績繼續創新高感到非常高興。隨著世界對矽需求沒有放緩的跡象，

我們的市場地位、技術和推動業務的基礎以及未來前景依然光明。」 

 

值得留意的是，集團就其對 2019冠狀病毒病的反應最近榮獲英特爾公司頒發「2020年供應商

成就獎」（2020 Supplier Achievement Award），以特別表揚其於整個疫情期間確保無間斷供應

的表現。「這個獎證明集團在因疫情引致的干擾下，持續穩定支援客戶所作的不懈努力。」黃

先生補充。 

 

本季度的客戶需求出現大幅攀升帶動集團的新增訂單總額創歷史新高達港幣 78.3 億元(相當

於 10.1億美元)，遠超對第一季度新增訂單總額「超越 7億美元」的預測，按年及按季分別增

加 73.4%及 86.4%。新增訂單總額由半導體解決方案分部的增長主導。SMT 解決方案分部的

季度新增訂單總額同樣創新高，反映需求按季顯著上升。 

 

集團於第一季度末錄得強勁的未完成訂單總額達港幣 93.8億元(相當於 12.1億美元)，及訂單

對付運比率為 1.80。 

 

半導體解決方案分部 

 

半導體解決方案分部錄得強勁收入港幣 27.0億元(相當於 3.49億美元)，按年和按季分別增加

78.7%和 13.8%。收入表現受以下因素驅動:集成電路╱離散器件業務單位受惠於全球數碼轉

型趨勢加速，刺激包括對移動及個人電腦設備、HPC、5G基建及設備（尤其是中國）以及與

一般汽車、工業及汽車電動化相關的離散器件及能源管理應用之廣泛應用的強勁需求;光電業

務單位的傳統微間距顯示器及一般照明客戶需求強勁以及其 CIS 業務單位的新增訂單總額按

年及按季持續錄得強勁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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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層面，此分部的主流固晶及引線焊接機主導付運，因此於本季度收入按年及按季連續

錄得強勁增長，反映客戶因應市況迅速改善而擴大產能。 

 

此分部於本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創新高達港幣 53.1億元(相當於 6.85億美元)，按年及按季分

別激增 120.4%及 105.3%。三個業務單位的新增訂單總額按年及按季均錄得強勁增長，尤其集

成電路╱離散器件業務單位的需求升至有史以來最高的水平、CIS 業務單位的新增訂單總額

亦按季飆升，皆展現持續向好的勢頭。 

 

值得提及的是，光電業務單位的業績中集團對 Mini LED客戶的付運量增長理想，以支持其量

產。 

 

SMT 解決方案分部 

 

SMT 解決方案分部於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的收入為港幣 16.3 億元(相當於 2.11 億美元），按

年增加 11.4%，但按季則下跌 15.5%。 

 

在產品層面，主流 SMT 配置及印刷工具為本季度最大的收入來源。用於 SiP 的高精度 SMT

系統的需求持續強勁，特別是可穿戴裝備及 5G相關裝備。此分部的設備服務和零部件業務已

回升至疫情前的穩健水平，顯示歐洲和美洲客戶的生產活動正回復正常。 

 

此分部於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創新高達港幣 25.2億元（相當於 3.25億美元），

按年及按季分別增加 19.5%及 56.1%，增長大部份源自主要終端市場應用的廣泛需求。 

 

展望未來 

 

結合 5G、汽車電動化、無人駕駛、人工智能物聯網以及先進封裝的長期發展趨勢，現今以數

據為中心的運算時代可能推動各產業對半導體產品更顯著的必需性消耗量。為迎合這些需求，

集團的客戶預期進行新一輪對產能及技術能力的投資。 

 

「在近期，我們將繼續保持良好的執行力，同時關注長期目標，例如持續的盈利能力和增長。」 

黃先生強調。「我們正推行一系列策略性措施以隨著時間的推移精簡及改善業務，並已初見其

對如毛利率及盈利率等指標帶來的一些正面影響。我們對集團的基礎、與合作夥伴和客戶的

關係以及支撐行業的長期增長動力充滿信心。我們將繼續致力為集團的客戶、員工、投資者、

合作夥伴和社會創造一個美好和可持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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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當前市場的預期，及集團擁有的大量未完成訂單總額所支持，集團預計二零二一年第二

季度的收入將介乎 6億美元至 6.5億美元，而二零二一年下半年度的收入仍將表現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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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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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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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截至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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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自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4,336,922 4,309,506 2,979,018 

銷貨成本   (2,621,110) (2,981,393) (1,880,338) 

毛利   1,715,812 1,328,113 1,098,680 

其他收益   15,204 10,904  44,354  

銷售及分銷費用   (393,709) (408,538)  (355,237) 

一般及行政費用   (231,545) (243,313)  (211,102) 

研究及發展支出   (420,339) (432,997)  (392,574) 

其他收益及虧損   10,090 (8,182)  (11,545) 

其他支出   - (66,792)  (49,997) 

財務費用   (28,653) (50,276)  (39,281) 

合營公司業績持份   17,293 - - 

除稅前盈利   684,153 128,919  83,298  

所得稅開支   (155,732) (14,177)  (57,797) 

持續經營業務本期間盈利   528,421 114,742  25,501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本期間盈利(虧損)   - 891,079 (151) 

本期間盈利   528,421 1,005,821 25,350 

      

本公司持有人本期間應佔 

  盈利(虧損)      

  - 自持續經營業務   521,509 109,225  23,747  

  - 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891,079 (151)  

   521,509 1,000,304 23,596 

非控股權益本期間應佔盈利      

- 自持續經營業務   6,912 5,517 1,754 

本期間盈利   528,421 1,005,821 25,350 

      

每股盈利(自持續經營及 

已終止經營業務)      

- 基本   港幣 1.27 元 港幣 2.45元 港幣 0.06元 

- 攤薄   港幣 1.27 元 港幣 2.43元 港幣 0.06元 

      

每股盈利(自持續經營業務)      

- 基本   港幣 1.27 元 港幣 0.27元 港幣 0.06元 

- 攤薄   港幣 1.27 元 港幣 0.27元 港幣 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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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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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盈利  528,421 1,005,821 2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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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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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屬公司  (180,914) 333,464 (226,264) 

 - 合營公司  1,03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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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價值收益(減值)  15,397 (4,977) (13,665) 

   (164,478) 319,591 (239,92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164,478) 293,491 (239,929) 

本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363,943  1,299,312 (214,579)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全面收益(支出)     

 總額:     

 本公司持有人  361,976  1,285,017 (213,558) 

 非控股權益  1,967 14,295 (1,021) 

  363,943  1,299,312 (214,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