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

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ISDN HOLDINGS LIMITED 

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656） 

（新加坡股份代號：I07.SI） 

媒體發佈 

億仕登控股 2021 年第一季度 

在持續戰略增長下的收益幾乎增加一倍  

• 在全球數字化加速的推動下，億仕登繼續保持強勁增長。 

• 在收入同比增長 23.4％的基礎上，股東應佔溢利增長 95.4％。 

• 由於毛利率同比增長 5.2％，毛利潤增長 52.7％。 

• 運營升級繼續提高生產力並擴大利潤。 

• 由於億仕登加强在工業 4.0，工業和消費者數字化以及環保經濟的業務，所以在

冠狀病毒平息後，戰略地位仍然有利。 

新加坡, 2021 年 4 月 26 日– 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簡稱「億仕登」，連同旗下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是一家領先的工業自動化公司，今日宣布自願更新，截至 2021

年 3月 31日止三個月（即「“1Q2021”」)的財務業績。 

 財務業績 
  

（單位：千新元） 1Q2021 1Q2020 同比變幅

(%) 

收入 98,443 79,759 +23.4 

毛利潤 26,547 17,388 +52.7 

  毛利率(%) 27.0 21.8 +5.2 ppt 

經營開支 a 15,065 13,175 +14.3 

其他經營開支 171 1,933 –91.2 

稅前利潤 12,246 3,032 +303.9 

稅後利潤  9,169 2,121 +332.3 

股東應佔溢利 6,073 3,108 +95.4 

  淨利潤率 b (%) 9.3 2.7 +6.6 ppt 
 

ppt - 百分點  
a   經營開支包括分銷成本和行政開支 
b   淨利潤率計算的是淨利潤在總收入中所佔的比例， 

而不是股東應占溢利在總收入中所佔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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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勁而持續的戰略增長 

億仕登在 2021 年第一季度的客戶組合中實現了廣泛的收入增長。本集團指出，億仕登

仍處於有利位置，並從亞洲冠狀病毒後工業經濟的主要戰略轉變中受益： 

冠狀病毒後轉變… …正在使億仕登的集團業務受益 

▸ 全球半導體短缺 

   多年半導體超級週期 

 

本集團的半導體部門在强勁增長，其中億仕登解

決方案能為半導體生產設備提供動力。億仕登將

從亞洲半導體的興起以及向高級 IC 製造和包裝的

不斷轉變中受益。 

▸ 加速工業 4.0 的採用 隨著其 1 萬多個客戶轉向先進的工業自動化，包

括人工自動化，機器智能及不斷提高的定制工業

能力，本集團將持續增長。 

▸ 下一代科技 億仕登解決方案也為關鍵的下一代科技（包括工

業 4.0、5G，雲端/邊緣計算，先進的醫療設備及

環保科技）的製造和最終產品提供動力。 

▸ 轉向清潔科技 億仕登憑藉其促進平台重複使用和升級的核心工

業解決方案以及再生能源和消毒塗層劑的增長組

合，繼續支持全球向環保經濟轉變。 

▸ 勞務置換 冠狀病毒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降低了全球勞動力

的流動性，並增加了員工的健康風險，從而導致

並加速了億仕登客戶群對人工自動化的需求。 

▸ 地緣政治緊張 30 多年以來，億仕登在其新加坡總部之外建立了

積極的，地緣政治中立的貿易關係。本集團繼續

受益於其戰略中立的運營模式。 

本集團專注於提升其工程，軟體和解決方案的能力，以滿足其客戶不斷增長的需求，不

僅為本集團在 2021 第一季度取得了戰略性增長，同時也為長期戰略性增長鋪墊。 

 

除了在 2021 年第一季度取得強勁的核心業務業績，本集團繼續取得可喜的商業進展，

不斷擴大其新興的再生能源和消毒塗層劑產品組合。 

 

反映其整體戰略地位的實力，本集團指出其在 2021 年第一季度提供的客戶解決方案，

遍及亞洲新興產業領域包括半導體製造，OLED先進顯示器，用於冠狀病毒治療的醫用呼

吸機，智能機器人維修設備以及用於焊接和物流的勞動自動化解決方案。隨著亞洲工業

核心的發展，這些解決方案代表了億仕登繼續向客戶提供的創新廣泛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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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注運營可提高生產力和利潤 

儘管增長強勁，億仕登會不斷的專注於提升其運營基礎架構和功能。本集團相信其持續

的承諾將有助於億仕登更好地優化其運營和擴大收益，在未來幾年提供優勢生產力。 

在整個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億仕登不斷提升其財務和 IT 系統，整合運營控制，並擴

大其客戶情報系統和活動。為了尋求與客戶建立更積極的關係以預期其自動化需求，本

集團還加強了其客戶情報系統和活動。該集團對這些提升保持謹慎的樂觀態度，這些改

變將隨著時間的推移提高億仕登對市場及業績的預測能力及準確性。 

本集團指出，雖然 2021 年第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長 23.4%，股東利潤同比增長 95.4%，但

運營費用僅同比增長 14.3%，反映生產力的顯著改善。 

 

 財務業績 

由於整個亞洲市場對工業自動化的持續需求，本集團的總收入在 2021 年第一季度同比

增長 23.4％至 9千 840萬新元。 

億仕登專注於提高生產力和收入，這使得本集團的利潤增長快於收入增長，具體如下： 

• 2021年第一季度的股東應占淨利潤增長了 95.4％，達到 610萬新元，而 2020年第

一季度為 310 萬新元; 

• 毛利率同比增长 5.2%至 27.0%，毛利润同比增长 52.7%至 2千 650万新元; 

• 2021 年第一季度的稅前淨利潤同比增長四倍至 1 千 220 萬新元，而 2020 年第一季

度為 300萬新元；及 

• 2021 年第一季度的淨利潤同比增長四倍，達到 920 萬新元，而 2020 年第一季度的

淨利潤為 210 萬新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本集團保持健康的資產負債表，現金及等值餘額為 5 千 460 萬

新元。  

 

 總裁致辭 

回顧億仕登在 2021 年第一季度的戰略地位和表現，億仕登常務董事兼總裁，張子鈞先

生表示：“億仕登很榮幸能為亞洲新一代工業的許多重要領域的客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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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億仕登的解決方案正在幫助緩解全球半導體的短缺，創造更先進，更健康的工業

工作場所，推動該地區的環保經濟，並支持全球的 5G，物聯網，機器智能和數字化的進

程。 

我們將繼續與客戶緊密合作，以幫助他們提高工業水平，我們感謝股東對本集團的持續

支持。  

儘管我們為億仕登在亞洲的技術，地緣政治和數字化轉變建立了明確的增長地位感到自

豪，但我們絕不會在前進路上停留。億仕登將不遺餘力繼續推動發展我們的技術能力，

提高我們的生產力，並推進我們的新興業務組合。我們將關注並盡量滿足客戶的需求，

以配合亞洲工業正在發生的大規模數字化轉型。 ” 

 

— 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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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簡介  

億仕登是整個亞洲工業自動化解決方案的領先提供商。公司擁有 10000多家客戶和 60個

辦事處，橫跨亞洲主要增長市場，並擁有 30 年的創新歷史，以滿足客戶不斷增長的技

術需求。  

如今，億仕登的解決方案為先進的工業領域提供支持，包括半導體、工業 4.0 製造、醫

療設備、航空航天和再生能源。 億仕登的解決方案為 5G、工業機器人、物聯網

（IoT/IIoT）、雲和邊緣計算以及工業 4.0智能製造領域的產品和製造提供動力。  

億仕登成立於 1986 年，並於 2005 年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以及 2017 

年 1 月 12 日在香港股票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預知更多資訊，請訪問 www.isdnholdings.com  

 

由 Financial PR 代表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發行 

媒體發佈查詢，請聯繫： 

Romil Singh  

電子郵件: romil@financialpr.com.sg 

Robin Moh  

電子郵件: robin@financialpr.com.sg 

電話: +65 6438 2990 

 

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No.10 Kaki Bukit Road 1 #01-30  

KB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416175  

電話:  +65 6844 0288  

傳真:  +65 6844 0070  

網址:  www.isdnholdings.com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張子鈞先生及孔德揚先生；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 Toh Hsiang-Wen Keith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汕鍇先生（主席）、

蘇明慶先生及陳順亮先生。 

承董事會命 

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總裁兼總經理 
張子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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