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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外監管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之規定作出。  

 

請參閱以下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20年8月7日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有限公司網頁發表之公告。 
 

                                                          

              
                                                              

 

 

 

 

香港，2020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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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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No.10 Kaki Bukit Road 1 #01-30  

KB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416175  

電話：6844 0288 傳真：6844 0070  

網址： www.isdnholdings.com 

 

媒體發佈 

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2020 年上半年的收益增長 72.5％至 

960 萬新元 

• 由於億仕登核心工業自動化業務和新興水電業務穩定業績的推動，2020 年上半年收

入較去年同期 (「同比」) 增長 13.8%至 1 億 6千 720萬新元。 

• 2020 年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同比增長 72.5％是由於億仕登的收入增長，同時減少

了經營開支並增加了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 億仕登對其提升工業自動化價值鍊和保持積極的集團多元化的長期增長戰略仍然充

滿信心，并同時確保所有員工的健康和安全。 

新加坡, 2020 年 8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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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止六個月（即「2020年上半年」)的財務業績。 

財務業績 

（單位：千新元） 

2020年 

上半年 

2019年 

上半年 同比變幅(%) 

收入 167,185 146,963 13.8 

毛利潤 41,335 37,399 10.5 

毛利率(%) 24.7 25.4 (0.7) ppt 

經營開支# 26,862 27,542 (2.5) 

稅前利潤 16,633 10,921 52.3 

股東應佔溢利 9,572 5,548 72.5 

淨利潤率*(%) 7.7 5.7 2.0 ppt 

ppt - 百分點  

# - 經營開支包括分銷成本和行政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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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仕登的總收入在 2020 年上半年同比增長 13.8％至 1 億 6 千 720 萬新元。本集團察覺

到： 

• 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越南的核心運動控制解決方案需求的基礎廣泛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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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今年初延長封鎖期頗具挑戰性，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需求仍獲

得穩定收益 

• 印尼的小型水力發電站在商業化方面取得了逐步進展，建築收入有所增長。 

億仕登感到滿意的是，本集團長期專注於增長市場，以及其地理和業務多樣化，已在瞬

息萬變的全球市場環境中提供了業務彈性。 

毛利潤同比增長 10.5％至 4 千 130 萬新元，這是受到整體收入增長的推動。2020 年上半

年的毛利率從 25.4％略降至 24.7％。撤除根據服務特許協議建設的小型水力發電站帶來

的影響，億仕登的毛利率將為 27.1％，高於 2019 年上半年的 25.8％，表明本集團的核

心業務利潤率更高。 

本集團的經營開支在 2020 年上半年同比下降 2.5％至 2 千 690 萬新元，這是由於較低的

分銷成本被行政開支的增加所抵消。具體而言，分銷成本同比下降 6.7％至 1 千 150 萬

新元，主要是由於辦公，人事和差旅費用減少，而行政開支同比增長 1.0％至 1 千 540

萬新元，這歸因於附屬公司的合併，專業費用的增加和使用權資產的折舊。 

基於上述原因，本集團於 2020 年上半年的稅前利潤為 1 千 660 萬新元，而 2019 年上半

年為 1 千零 90 萬新元，並於 2020 年上半年的淨溢利為 1 千 290 萬新元，股東應佔溢利

為 960萬新元（2019年上半年 ：分別為 830萬新元和 550萬新元）。 

 

業務更新 

儘管中國的封鎖期延長，但億仕登的核心工業自動化業務仍實現了穩健的增長。本集團

將 2020 年上半年的強勁表現歸因於其遍布亞洲的多元化客戶群以及對工業自動化產品的

長期需求。 

儘管冠状病毒 COVID-19 的困擾下，但億仕登仍繼續推進其多元化戰略。 於 2020 年 5

月，本集團與德國公司 ERST Project GmbH 合作提供有效的消毒劑解決方案，以幫助在

亞洲對抗冠状病毒 COVID-19。此後，億仕登已與 Centurion 公司，The Science Park 和

公共交通機構達成重要交易，並與多家清潔公司合作消毒工程。本集團認為，鑑於這種

冠狀病毒流行趨勢的長期性，對消毒劑的需求將增加1，而這新的合資企業前景廣闊。 

 

 

 

 

 

 
1 HR Asia: https://hrasiamedia.com/featured-news/2020/as-the-covid-19-battle-remains-long-drawn-how-can-asia-pacific-leaders-protect-

employee-well-being/ 

https://hrasiamedia.com/featured-news/2020/as-the-covid-19-battle-remains-long-drawn-how-can-asia-pacific-leaders-protect-employee-well-being/
https://hrasiamedia.com/featured-news/2020/as-the-covid-19-battle-remains-long-drawn-how-can-asia-pacific-leaders-protect-employee-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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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20 年初開始，本集團的水力發電站業務也取得了顯著的商業進展，這體現在本集團

能源業務的建築收入增長上。然而，由於印尼政府於今年 4 月因新冠肺炎的情況而實施

了旅遊限制，導致本集團的水力發電站業務的一些中斷及延長兩個水電站項目的完成日

期。 

雖然中短期新冠肺炎繼續存在風險，不過冠状病毒 COVID-19 卻加快了亞洲基於雲端解決

方案的步伐2，推進工廠自動化需求的進程，長期而言，這給本集團的核心工業自動化業

務帶來更多商機。 

 

億仕登常務董事兼總裁，張子鈞先生表示：“我們很高興在這個動蕩的 2020 年上半年仍

保持員工的健康並在多元化戰略上實現穩健增長。我們的核心工業自動化業務已從新冠

肺炎衝擊中恢復良好，而且東南亞地區以及中國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 

展望未來，我們希望技術提升的步伐能加快，繼續制定戰略藍圖，以緩衝這些中期波動

並抓緊工業 4.0的長期機遇。” 

 

本新聞稿將與本集團同時在新加坡交易所發布的公告一併閱讀。 

- 結束 - 

 
2 Accelerating cloud adoption in post-Covid-19 Asia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1942612/accelerating-cloud-adoption-in-post-covid-19-asia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1942612/accelerating-cloud-adoption-in-post-covid-19-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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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簡介  

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在 1986 年創辦了精確及運動控制工程技術，並於 2005 年在新加坡

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我們已由一家新成立的地方性伺服電機供應商發展成為

一家跨國企業，在亞洲主要城市擁有超過 60 個辦事處，並於 2017 年 1 月 12 日在香港股

票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億仕登在運動控制、其他工程解決方案及工業計算的領域占主導地位。億仕登的定制工

程解決方案迎合了不同行業部門，包括醫療、機器人、工廠自動化、能源、製造、硬碟

及半導體行業。通過與歐洲及亞洲戰略夥伴的常年友好合作關係，億仕登得以聯合並從

此協作的一流技術及業務體系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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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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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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