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發佈

億仕登控股實現持續增長，
利潤創歷史新高
• 億仕登長期增長戰略持續取得積極成果，帶來多元化收入增長和不斷提高的生
產效率，推動利潤創紀錄。
• 億仕登清潔能源業務也取得了扎實的進展：3 座水電站中有 2 座在 9 月已投產。
• 多元化產業（包括航空航天、醫療和半導體）實力收入增長創年初至今新高。
• 稅前利潤、稅後利潤和股東應占溢利同樣創下年初至今新高。按季度來看，億
仕登實現了公司史上利潤最高的季度。
• 億仕登繼續專注於能力提升和規模經濟增長，為亞洲向工業 4.0 的多年轉型計
畫貢獻力量。
新加坡，2021 年 1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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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自願宣佈，更新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三個月（即「3Q2021」)和九個月（即「9M2021」)的財務業績。

財務業績
（單位：千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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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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的比例，
而不是股東應占溢利在總收入所占的比例

長期增長戰略創造重大成果
得益於全面長期增長戰略，億仕登將繼續取得積極成果：
 多元化收入增長

億仕登繼續以先進醫療、半導體、航空航天、基礎設施和精密製造等多元化增長產業
為目標，其中工業自動化帶來顛覆性的長期增長契機。
億仕登希望構建多元化的技術能力，與客戶需求一同提升。本集團業務從元件擴展到
了模組和系統，目前還在提供工業 4.0 軟體和雲解決方案。
億仕登繼續在多元化地區運營，為本集團在亞洲大陸提供了非常大的目標市場機遇。
 運營成本規則

億仕登內部 IT 系統升級與公司功能整合提高了效率，因而從中受益。因此，本集團
的運營成本上漲程度與收入增長相比慢得多，隨著億仕登不斷發展，收益也隨之提升。
本集團有更多機會與客戶展開更深入的合作，擁有超過 54 個辦事處，涵蓋廣闊的地
理區域，隨著本集團增長而不斷創造效益。
 發展技術能力支柱

自 2019 年以來，億仕登將其業務重組為五大能力支柱。本集團創建了越來越多的運
動控制、軟體、精密製造、系統和清潔能源卓越中心，彙集了 350 名工程師和超過 10，
000 多家客戶的最出色技術專業知識，推動市場能力不斷向前發展。
 可持續產業

億仕登早期便開始有遠見地發展可持續工業，目前在其新興清潔工業投資組合中提供
了一系列商業解決方案。從水電站到太陽能和儲能、清潔消毒劑技術和農業，隨著世
界邁向更加可持續的工業未來，億仕登對亞洲可持續未來的投入為本集團的眾多利益
相關者創造了利益。
集團的全面戰略鞏固了億仕登長期增長的基礎，推動著本集團在財務業績方面達到收入
水準與利潤水準新高。
在 3Q2021，億仕登通過豐富其解決方案組合繼續實施戰略建設，包括延伸工業物聯網
（IoT）連接面、深化高級工程、不斷增長工業系統專案以及推進軟體和雲解決方案。
隨著亞洲向工業 4.0 邁進，這些戰略計畫有助於確保億仕登不斷提高能力，增加市場機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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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為冠狀病毒後轉變做好準備
本集團重申，其將繼續受惠於亞洲在冠狀病毒後工業經濟的主要策略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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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新興半導體超級週期

本集團的半導體部門在强勁增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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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將隨著其 1 萬多個客戶朝工業自動化轉型
的步伐，在人工自動化，智能製造及不斷提高
的工業定制能力的領域裏找到持續發展方向。

► 新一代科技

億仕登解決方案也為關鍵的新一代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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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向環保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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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業績
隨著客戶奮力邁向更高度的工業自動化和利用億仕登元件的更先進產品，半導體、醫療、
汽車和航空航太等多個產業的多元化增長推動了 3Q2021 的業績。
億仕登今年實現的創新解決方案有半導體製造、OLED 顯示器、醫用呼吸機、智慧型機器
人修復以及焊接和物流自動化方面的應用。
本集團於 9M2021 的總收入同比增長了 22.7%，達到 3 億 2 千 380 萬新元，表明本集團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東南亞的主要地區（包括香港、馬來西亞和越南）需求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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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的清潔能源工業組繼續取得良好進展。億仕登有三個水電站，其中兩個在 9 月初
成功投產，並已向各自的區域電網輸送電力，未來幾個月即可開始商業運營。
億仕登專注於提高生產效率以及收入，助力集團利潤達到幾項新高：
• 9M2021 的股東應占淨利潤增長了 37.9％，達到 2 千 80 萬新元，而 9M2020 為 1 千
510 萬新元;
• 毛利率同比增长 1.6%至 27.4%，毛利润同比增长 30.2%至 8 千 870 萬新元;
• 9M2021 的稅前利潤同比增長 59.2% 至 4 千 180 萬新元，而 9M2020 年為 2 千 630
萬新元；及
• 9M2021 的淨利潤同比增長 59.2% 至 3 千 140 萬新元，而 9M2020 為 1 千 980 萬
新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億仕登保持健全的資產負債表，現金及等值餘額為 5 千 980
萬新元。

總裁致辭
鑒於億仕登 9M2021 的戰略定位和業績，億仕登常務董事兼總裁，張子鈞先生表示，
“感謝我們的投資方、客戶和員工持續不斷地支持我們為實現長期增長而採用的方法。
我們對多元化增長戰略取得的財務業績感到十分欣慰，同時，仍然非常注重繼續發展我
們的能力，以便能夠繼續服務于亞洲的大規模快速工業 4.0 轉型。
隨著世界各方面愈發主動承擔對清潔工業未來的責任，億仕登有各種清潔工業解決方案
並為此做好了準備，我們對此十分自豪。許多客戶越來越傾向于地尋找堅持走可持續未
來發展道路的公司，而我們的方法提升了我們在客戶和投資方中的聲譽。我們相信，未
來幾年，這一點將繼續變得越發重要。
我們仍然對億仕登的全面戰略地位持樂觀態度。隨著我們的業績和能力逐步增長，我們
規模和戰略重點也將產生越來越多的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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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多家客戶和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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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vam Saraf
電子郵件: shivam@financialpr.com.sg
電話: +65 6438 2990

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101 Defu Lane 10 Singapore 539222
電話: +65 6844 0288
傳真: +65 6844 0070
網址: www.isdnholdings.com

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