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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即時發佈 
 
致：分析員／投資者／業務編輯 
 
 

 
樂依文控股有限公司 

公佈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第二季度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以下公佈已於十一月二十四日（美國時間）在美國發佈。樂衣文控股有

限為品質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品質國際 ”）之聯營公司。謹請注意，有關賬目乃根據美國公認會計

原則編製，及金額以美元計算。 
 
 
於亞太地區欲查詢詳情，請聯絡： 
 
樂依文控股有限公司（香港） 
財務總監，Bob Gange 
電話： 2439-8788  
電郵：bob_gange@asathk.com 
 
 
有關品質國際 
 
品質國際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分別從事製造集成電路引線框及為北美、歐亞等跨國

公司提供集成電路之裝配及測試服務。品質國際自一九八九年起在聯交所上市。 
 
 
發出人： 品質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蔡碧林       電話：2406-5145 
 
經辦人： 高誠國際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馮振華                電話：2501-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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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依文控股有限公司公佈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業績 
 

銷售收益較上個季度持續增加 9%，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期增加 18% 
 
香港及美國加州 Pleasanton 市 －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專門供應全球半導體包裝設

計、裝配及測試服務之供應商樂依文控股有限公司（「樂依文」）（納斯達克：ASTT），於今天公

佈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截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第二季度之業績。 
 
第二季之銷售收益淨額為 48,100,000 美元，較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之 44,000,000 美元增

加 9.1%，並較去年同期之 40,700,000 美元增加 18.0%。 
 
按照公認會計原則（會計原則）計算之第二季度虧損淨額為 2,900,000 美元，或每份美國預託證

券（「預託證券」）虧損為 0.02 美元，而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之會計原則虧損淨額為

3,300,000 美元，或每股預託證券虧損為 0.03 美元。二零零四年財政第一季度會計原則虧損淨額

包括 ASAT Inc.之一次性設施費用 306,000 美元。二零零三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會計原則虧損淨

額為 3,900,000 美元，或每份預託證券虧損 0.03 美元。 
 
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之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 6,700,000 美元，或銷售

收益淨額之 13.9%，而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之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

6,100,000 美元，或銷售收益淨額之 13.8%。二零零三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之除利息、稅項、折

舊及攤銷前盈利*則為 5,400,000 美元，或銷售收益淨額之 13.4%。未計於中國開設廠房所產生之

增量成本，第二季度之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 7,300,000 美元。而第一季未計於

中國開設廠房所產生之增量成本之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則為 6,200,000 美元。 
 
樂依文之行政總裁 Harry R. Rozakis 表示：「我們第二季之銷售收益是自二零零一年財政年度第

四季度以來最高的紀錄。而且，自二零零一年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以來，我們首次錄得正數的經

營收入，並持續第六個季度錄得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我們已成功建立多項重要

里程碑，逐步邁向用家市場的多元化策略，並擴闊我們的整體市場佔有率。我們在計劃及落實

長遠增長的策略上已漸上軌道。我對我們的前景充滿信心，相信定能於未來保持增長。」 
 
Rozakis 先生表示：「在這一季裡，我們宣佈了幾項我們預計會為我們的業務帶來長遠正面影響

的重要事項。我們曾宣佈在中國設立廠房、訂購 100 個全新的引線接合器及輔助設備以提高生

產力、委任兩位新高級市務經理，以及與 Amkor Technology, Inc.訂立無引線四方扁平封裝（QFN）

之專利相互授權協議。」 
 

樂依文之財務總監 Robert J. Gange 表示：「我們仍然專注於提升營運效率和改善成本架構，穩健

的財務狀況不但証明我們努力達致這些目標的成果，而且亦配合了市場氣氛的好轉。在二零零

四年財政年度餘下的日子，由於我們的中國廠房開始投產，故我們預計將出現額外開支，儘管

這些額外開支可能會對我們的短期盈利構成影響，但長遠而言，我們預計將生產工序遷移至中

國將可節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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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業績之其他資料包括： 
 
● 裝配之銷售收益為 42,600,000 美元，持續增長 9.0%。 
● 測試之銷售收益為 5,500,000 美元，較上個季度增加 9.8%。 
● 第二季度之資本開支為 6,300,000 美元，而上個季度則為 1,800,000 美元。開支增加主要由於

採購新營運系統及生產設備，以應付客戶不斷攀升之需求。 
● 第二季度季末之現金 (不包括受限制現金 1,500,000 美元) 為 22,700,000 美元。二零零四年財

政年度第一季度則為 28,600,000 美元 (不包括受限制現金 281,000 美元)。第二季度之現金結

餘已扣除於十月底繳付二零零六年到期之 12.5 厘優先票據之利息 6,300,000 美元。不包括用

作支付利息之現金，本季度之經營業務所得現金為 6,600,000 美元。 
 
樂依文提供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之數據，作為其營運業績之額外資料。除利息、

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並非根據會計原則而作出，亦非代替計原則，且可能與其他公司所採

用之類似計算方法有所差別。樂依文相信呈列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之數據將更有

效向管理層及投資者反映公司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有關之其他財務及業務趨勢，包括其償付及

／或承擔債務之能力，以及其應付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需要之能力。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

銷前盈利*不應獨立分析，亦不應視之為代替按照會計原則計算之經營收入（虧損）、經營業務

之現金流量及其他收入或現金流量報表之數據，或用作衡量樂依文之盈利能力或變現能力。此

外，樂依文管理層利用此等計算方法審閱樂依文之財務業績及規劃預算。 
 
展望及路向 
 
Rozakis 先生指出：「我們相信半導體業於二零零四年曆年將繼續好轉。公司將投入更多資金，

以迎合持續增加之需求。我們致力追求業務增長，同時積極控制成本。」 
 
於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本公司預期銷售收益可持續

上升 10%至 15%，而每份預託證券收益將介乎虧損淨額 0.01 美元至收入淨額 0.01 美元之間。 
 
關於樂依文 
 
樂依文為全球半導體裝配、測試及包裝設計服務之供應商。憑藉十五年之豐富經驗，樂依文提

供一系列具權威性之半導體包裝設計，並具備達到世界標準之生產線。樂依文之先進包裝組合

包括標準及高級熱能球狀陣封裝（ball grid arrays）、無引線塑料晶片載體（Leadless PlasticCchip 
Carriers）、薄陣列塑料包裝（Thin Array Plastic Packages）、包裝系統（System-In-Package）及覆

晶（Flip Chip）。樂依文乃首家為所有標準引線產品開發第一級潮濕敏感水平 (Moisture Sensitive 
Level One ) 功能之公司。時至今日，樂依文之業務遍佈美國、亞洲及歐洲。ASAT Inc.為樂依文

美國業務之獨家分銷商。詳情可瀏覽 www.asat.com。 
 
如欲查詢其他資料，請聯絡： 
 
樂依文控股有限公司 Jim Fanucchi 
財務總監 Summit IR Group 
Robert Gange 408-404-5400 
852-2439–8788  ir@asat.com 
bob_gange@asat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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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市場分部劃分之銷售收益分析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十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三年 

七月三十一日 
 佔銷售收益淨額(%)  佔銷售收益淨額(%)
市場分部    
通訊 57  61 
消費者 17  17 
個人電腦／電腦 9   7 
工業、汽車及其他 17  15 
 
 
按地區劃分之銷售收益分析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十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三年 

七月三十一日 
 佔銷售收益淨額(%)  佔銷售收益淨額(%)
地區    
美國 80  87 
歐洲  13  8 
亞洲  7  5 
 
 
按客戶類別劃分之銷售收益分析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十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三年 

七月三十一日 
 佔銷售收益淨額(%)  佔銷售收益淨額(%)
客戶類別    
Fabless 半導體公司 48  52 
整合元件製造商 5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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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48,053           44,036            40,719            92,089            75,817          
40,690           36,816            34,753            77,506            73,431          

7,363             7,220              5,966              14,583            2,386            

5,698             5,808              5,848              11,506            12,819          
1,150             1,152              1,314              2,302              2,814            

-                 -                                  -                 - 128               
-                 306                                 - 306                                 -
-                 -                  -                                  - 59,189          

6,848             7,266              7,162              14,114            74,950          

515                (46)                  (1,196)             469                 (72,564)        
133                248                 551                 381                 902               

(233)               (233)                (233)                (466)                (466)             
(3,294)            (3,294)             (3,293)             (6,588)             (6,144)          

(2,879)            (3,325)             (4,171)             (6,204)             (78,272)        
-                 -                  294                 -                  11,965          

(2,879)            (3,325)             (3,877)             (6,204)             (66,307)        

虧損淨額 $ (0.022) $ (0.025) $ (0.029) $ (0.046) $ (0.496)

133,789,400   133,789,400   133,789,400    133,789,400   133,789,400 

$ (0.004) $ (0.005) $ (0.006) $ (0.009) $ (0.099)

668,947,000   668,947,000   668,947,000    668,947,000   669,477,788 

6,658             6,078              5,439              12,736            6,243            

6,143             5,818              6,635              11,961            16,483          

附註 A ：

附註 B ：

附註 C ：

附註 D ：

（倘為適合）包括專項及非經常性之存貨撇銷、削減成本計劃所涉及之改組費用下之遣散費、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以及設施費用。

以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ASAT Holdings Limited
綜合業務報表

（除有關股份之數據外，所有金額均以千美元計算）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季度

銷售淨額

總銷售成本（附註 A ）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毛利

經營開支：

銷售、一般及行政

研究及開發

改組費用

設施費用（附註 B ）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附註C）

經營開支總額

經營溢利（虧損）

其他收入淨額

利息開支：

— 遞延支出攤銷

— 第三者

未計利得稅之虧損

利得稅優惠

虧損淨額

每股美國預託證券之虧損淨額：

基本：

已發行美國預託證券之基本加權平均數

每股普通股之虧損淨額：

基本：

虧損淨額

已發行普通股之基本加權平均數

其他數據 :

按租賃合約中之規定，回復其於加利亞福尼加州弗里蒙之前租賃設施至其原來狀態之資產報廢責任所涉及之費用。

指截至二零零二年七月之季度就若干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撇銷及減值之非現金費用分別為59,189,000美元。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指除利息開支、利得稅（開支）優惠、其他收入（開支）淨額、折舊及專項支出之收入淨額。專項支出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附註 D ）

折舊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二零零三年七月及二零零二年十月止季度之撇銷存貨，分別為220,000美元、456,000美元及270,000美元。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十月止六個月之撇銷存貨，分別為676,000美元及3,277,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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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 * 6,658              6,078                 5,439                 12,736             6,243                 

加(減)：

折舊 (6,143)             (5,818)                (6,635)                (11,961)           (16,483)              

利得稅優惠 -                 -                     294                    -                 11,965               

其他收入淨額 133                 248                    551                    381                 902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 -                 -                     -                     -                 (59,189)              

改組費用 -                 -                     -                     -                 (128)                   

專項及非經常性質之存貨撇銷 -                 -                     -                     -                 (3,007)                

設施費用 -                 (306)                   -                     (306)                -                     

利息開支 (3,527)             (3,527)                (3,526)                (7,054)             (6,610)                

(2,879)             (3,325)                (3,877)                (6,204)             (66,307)              

    現金淨額對賬之調整：

6,143              5,818                 6,635                 11,961             16,483               

379                 379                    377                    758                 753                    

-                 -                     (294)                   -                 (11,968)              

(30)                 (39)                     (52)                     (69)                 (52)                     

-                 -                     -                     -                 59,189               

(3,306)             1,731                 (8,425)                (1,575)             (4,044)                

307                 4,564                 (5,636)                4,871              (5,946)                

ASAT Holdings Limited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與來自（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對賬

（千美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季度

以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淨額

虧損淨額與來自（用於）經營業務之

折舊

遞延支出及債項折讓之攤銷

遞延利得稅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

營運資金變動，淨額

其他公司類似名稱之量度標準作比較。上表列出本公司之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與來自（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之對賬，被視

為美國會計原則下最適宜作直接比較之財務量度標準。

來自（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並非指根據美國公認之會計原則(「美國會計原則」)所釐定之來自（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故不應視

為經營表現之指標，或代替現金流量作為量度變現能力之標準。管理層相信，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將有效反映有關本公司償付及

／或承擔債項之能力，以及應付本公司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需要之能力。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如綜合業務報表所界定）不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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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十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 * - 未計中國廠房之增量開設成本 7,261               6,211              

減：

中國廠房之增量開設成本 (603)                (133)                

6,658               6,078              

ASAT Holdings Limited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

（千美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季度

與未計中國廠房之增量開設成本之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 *之對賬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或承擔債項之能力，以及應付本公司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需要之能力。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如綜合業務報表所界定）不可與

其他公司類似名稱之量度標準作比較。上表列出出本公司之除利息、稅項、舊及攤銷前之盈利*與未計中國廠房之增量開設成本之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之對賬。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 *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並非指根據美國公認之會計原則(「美國會計原則」)所釐定之來自（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故不應視

為經營表現之指標，或代替現金流量作為量度變現能力之標準。管理層相信，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將有效反映有關本公司償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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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T HOLDINGS LIMITED 
綜合資產負債表 

（千美元）  
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三年

十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三年 
七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2,724 28,602  24,160
 應收帳款淨額  25,617 24,849  23,164
 受限制現金 (附註 E) 1,478 281  -
 存貨 13,429 12,103  9,644
 預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資產 5,218 6,123  5,675
   
 流動資產總額 68,466 71,958  62,643

   
受限制現金 - -  1,504

 物業、機器及設備淨額 100,872 96,843  134,610
 持作出售資產 313 659  659
 遞延出支淨額 2,777 3,010  3,702
   
 資產總額 172,428 172,470  203,118
   
   
負債及股東權益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 25,217 19,622  13,232
 應計負債 6,356 9,239  7,358
   
 流動負債總額 31,573 28,861  20,590
   
 遞延利得稅 - -  3,212
 於二零零六年到期之 12.5 厘優先票據 98,997 98,851  98,420
   
股東權益：   
 普通股 6,760 6,760  6,760
 庫存股票  (71) (71)  (71)
 額外已邀資本 228,009 228,009  228,009

累積其他綜合(虧損)收入 (57) (36)  5
 累計虧損 (192,783) (189,904)  (153,807)
   
 股東權益總額 41,858 44,758  80,896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額 172,428 172,470  203,118

 
附註 E：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受限制現金結餘為 1,478,000 美元，其中 1,282,000 美元乃用作

擔保之銀行存款從而取得備用信用證，以供籌備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東莞之廠房第二期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