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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監管公告
媒體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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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日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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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發佈

億仕登控股 2020 財政年度超過一倍收益
增長 115％至 1 千 510 萬新元


隨著亞洲各地的客戶邁向工業 4.0 自動化的曆程不斷前進，工業自動化的廣泛需求
持續不斷。



本集團 2020 財政年度收入同比增長 24.4%至 3 億 6 千 190 萬新元，2020 年下半年
收入同比增長 35.2%至 1 億 9 千 470 萬新元。本集團看到所有地區的強勁需求。



由於營運開支保持穩定，本集團生產力大幅上升，反映本集團在建立營運槓桿方面
取得良好進展。



由於銷售額和生產率的增長，2020 財政年度的股東應占利潤增加了 114.8%至 1 千
510 萬新元。



本集團提議在 2020 財政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0.8 新分（相當於 4.67 港仙）。

新加坡, 2021 年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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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公佈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FY2020」)的全年財務業績。
財務業績
（單位：千新元）
收入
毛利潤
毛利率(%)
經營開支#
金融資產凈減值損失
其他經營開支
稅前利潤
股東應佔溢利
淨利潤率*(%)

FY2020
361,864
95,573
26.4
56,539
4,623
6,007
31,992
15,139
6.2

FY2019
290,985
77,425
26.6
56,581
446
1,287
20,222
7,047
4.9

同比變幅(%)
24.4
23.4
(0.2) ppt
(0.07)
n.m.
n.m.
58.2
114.8
1.3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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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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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亞洲各行業繼續推進其工業自動化，本集團在 2020 年看到了所有市場對工業自動化
解決方案的廣泛需求。儘管在 2020 年中國和新加坡遭受數月的運營關閉，但億仕登財政
年度收入仍同比增長 24.4％至 2020 財政年度 3 億 6 千 190 萬新元。

總體上，本集團的多元化戰略涵蓋客戶、行業和地區，在 2020 年實現了彈性和增長，其
中亮點包括：
• 隨著全球工業供應鏈的重新配置，東南亞（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越南）對其
工業自動化解決方案的需求不斷擴大；
• 隨著行業不斷推進自動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需求持續增長；和
• 本集團在印尼的清潔能源業務（「水力發電站」）收入貢獻。
隨著收入的增長，毛利同比增長 23.4%，達 9 千 560 萬新元。毛利率保持穩定，從 2019
財政年度的 26.6%小幅下降到 2020 財政年度的 26.4%。但是，如果不包括在水力發電站
的較低利潤率，本集團的毛利率將在 2020 財政年度增加至 27.8%。
自 2019 年中期以來，本集團的戰略重點是提高生產力，以推動卓越的規模經濟。正在進
行的多年計劃包括其核心工業自動化業務中建立 5 個卓越中心，升級 IT 系統，鞏固行政
職能，並提高銷售和工程生產力。儘管收入顯著增長，集團的營業費用卻減少了
0.1% ，這是有賴于營運支出的控制及生產力的提升。
然而，本集團於 2020 財年錄得金融資產淨減值虧損 460 萬新元，主要是由於兩間非營運
投資公司長期持有應收賬款的一次性減值所致。本集團繼續以仲裁方式追回款項，但出
於謹慎，在仲裁解決之前，本集團已全部預留款項。
其他經營費用增加了 470 萬新元，達到 600 萬新元，原因是未實現匯兌淨損失增加了
240 萬新元；及一筆一次性準備金 150 萬新元，與先前宣布對本公司前總經理的訴訟有
關的法律賠償風險。本集團繼續朝著有利的解決方案前進，然而，出於謹慎，已將其全
額保留為賠償風險。
收入和生產力的增長使本集團於 2020 財政年度獲得稅前利潤 3 千 200 萬新元，而 2019
財政年度的稅前利潤則是 2 千零 20 萬新元。淨利潤實現了 2 千 250 萬新元，股東應占淨
利潤為 1 千 510 萬新元（2019 財政年度分別為 1 千 420 萬新元和 700 萬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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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展望
雖然冠狀病毒大流行已經顛復了全球經濟,但它為亞洲企業數字化及朝工業 4.0 自動化轉
型提供了動力。根據工業自動化和儀器儀表市場的報告1,到 2024 年,全球工業自動化市
場預計將以 10%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達到 25.8 億美元。
除了工業 4.0 的需求增長,本集團注意到中美之間的長期戰略競爭繼續侵蝕兩國之間的雙
邊貿易2,導致區域供應鏈的重大重組。這有利於亞洲供應商,特別是東南亞作為一個相對
貿易中立的供應生態系統3。
本集團相信工業 4.0 技術的不斷提升和長期地緣政治競爭，將繼續擴大億仕登作為亞洲
領先工業自動化供應商的重要性。亞洲的多年工業 4.0 發展也為億仕登提供了一個戰略
機會, 以發展自身的技術能力, 滿足其約 1 萬個客戶的不斷增長需求。
除了工業自動化核心市場外,億仕登還繼續在環保經濟領域進行多元化增長投資。本集團
投資環保工業消毒劑, 以其旗艦認證 Waterliq 產品為首, 隨著東南亞行業在疫情大流行
后步入新的生態環境，將繼續獲得商機。本集團預計將在 2021 年推動清潔能源水電業務
的商業化。
億仕登常務董事兼總裁，張子鈞先生表示 ：“我們感激股東、客戶和員工在億仕登轉型
的一年為我們提供支持。儘管亞洲地區發生了近兩個月的停業和中斷, 我們敬業的員工
仍然能夠以靈活的方式運營, 並推動本集團的收入和生產力增長。億仕登多元化增長市
場和客戶的戰略及靈活的運營方式使本集團逆流而上渡過了艱難的全球經濟環境, 並取
得本年度的強勁勢頭。

1

The Industrial Automation And Instrumentation Market report 2021
https://www.wicz.com/story/43307010/industrial-automation-and-instrumentation-industry-2021manufacturers-regions-market-size-share-trend-growth-business-analysis-type-and-application
2
China failed to buy agreed amounts of U.S goods under ‘phase one’ trade deal, data shows
https://www.cnbc.com/2021/01/22/china-failed-to-buy-agreed-amounts-of-us-goods-in-phase-one-trade-dealdata.html
3
Supply Chain Reconfiguration Amidst US-China Trade Tensions
https://www.mti.gov.sg/Resources/feature-articles/2020/Supply-Chain-Reconfiguration-Amidst-US-China-TradeT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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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核心業務在亞洲工業 4.0 的市場中處於良好的地位,得益於利亞洲供應商及全球供
應鏈的積極重組。我們在環保經濟領域的多元化投資顯示出良好的進展。隨著業務規模
的擴大,本集團將繼續推行多年計劃,以提高生產力。
我們建議派發每股 0.8 新分（相當於 4.67 港仙）的末期股息,以反咉公司在 2020 年取得
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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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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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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創辦了精密運動控制工程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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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領域占主導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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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