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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本公告是由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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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譚文華先生（主席）、譚鑫先生及王鈞澤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許祐淵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符霜葉女士、王永權博士及張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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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存託憑證專區

陽光能源-DR 合併資產負債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陽光能源-DR　公司提供

107年第2季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採 ⽉制會計年度(空⽩表曆年制)

（本公司依所屬國或第⼀上市地國法令規定，無須公告第⼀季、第三季財務報表，半年度財務報表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資產負債表⽇ 107年06⽉30⽇

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核閱

當地國會計師意⾒種類 無保留

是否經本國會計師複核 是

資產

流動資產

　現⾦及約當現⾦ 534,292

　合約資產-流動 156,949

　應收票據淨額 1,110,260

　應收帳款淨額 5,092,057

　其他應收款淨額 127,115

　存貨 1,794,356

　預付款項 1,298,733

　其他流動資產 2,617,541

　　流動資產合計 12,731,303

非流動資產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融資產－非流動 11,188

　採⽤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24,86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971,768

　遞延所得稅資產 181,632

　其他非流動資產 1,622,227

　　非流動資產合計 8,811,677

　　資產總計 21,542,980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8,751,888

　合約負債-流動 377,269

　應付票據 3,033,513

　應付帳款 2,150,271

　其他應付款 80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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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準備-流動 216,977

　其他流動負債 45,046

　　流動負債合計 15,378,918

非流動負債

　⻑期借款 601,940

　遞延所得稅負債 12,565

　其他非流動負債 1,266,869

　　非流動負債合計 1,881,374

　　負債總計 17,260,292

權益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1,274,079

　　股本合計 1,274,079

　　資本公積 7,877,919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1,006,291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6,093,195

　　保留盈餘合計 -5,086,904

　　其他權益 -235,136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3,829,958

　　非控制權益 452,730

　　權益總計 4,282,688

負債及權益總計 21,542,980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1.19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1.19

換算匯率說明 RMB$1=NT$4.6041

備註 N/A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 1.0000，原股普通股每股⾯額：港幣0.1元

1.臺灣存託憑證發⾏⼈採⽤之會計原則與「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或有所差異，請詳閱發⾏⼈

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2.若發⾏⼈採⽤之會計原則非「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美國⼀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則相關申報⾦額係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編製⾦額分類揭露。

3.若發⾏⼈採⽤「美國⼀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係參考「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規定」有關會計項⽬之性質予以分類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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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存託憑證專區

陽光能源-DR 合併綜合損益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陽光能源-DR　公司提供

107年第2季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採 ⽉制會計年度(空⽩表曆年制)

（本公司依所屬國或第⼀上市地國法令規定，無須公告第⼀季、第三季財務報表，半年度財務報表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綜合損益表期間 107年01⽉01⽇⾄107年06⽉30⽇期間

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核閱

當地國會計師意⾒種類 無保留

是否經本國會計師複核 是

營業收入 8,350,815

營業成本 7,507,878

營業⽑利(⽑損) 842,937

營業費⽤

　推銷費⽤ 191,476

　管理費⽤ 402,348

　研究發展費⽤ 506,538

營業費⽤合計 1,100,362

營業利益(損失) -257,425

營業外收入及⽀出

　其他收入 59,541

　其他利益及損失 9,834

　財務成本 -296,412

　採⽤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2,081

營業外收入及⽀出合計 -229,118

稅前淨利(淨損) -486,543

所得稅費⽤(利益)合計 -8,564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477,979

本期淨利(淨損) -477,979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不重分類⾄損益之項⽬

後續可能重分類⾄損益之項⽬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68,900

　　後續可能重分類⾄損益之項⽬總額 -68,900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68,9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54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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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利(損)歸屬於：

　⺟公司業主(淨利/損) -493,928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15,949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562,828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15,949

基本每股盈餘 -0.15

稀釋每股盈餘 -0.15

TDR基本每單位盈餘 -0.15

TDR稀釋每單位盈餘 -0.15

換算匯率說明 RMB$1=NT$4.6041

備註 N/A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 1.0000，原股普通股每股⾯額：港幣0.1元

1.臺灣存託憑證發⾏⼈採⽤之會計原則與「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或有所差異，請詳閱發⾏⼈

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2.若發⾏⼈採⽤之會計原則非「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美國⼀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則相關申報⾦額係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編製⾦額分類揭露。

3.若發⾏⼈採⽤「美國⼀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係參考「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規定」有關會計項⽬之性質予以分類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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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存託憑證專區

陽光能源-DR 合併現⾦流量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陽光能源-DR　公司提供

107年第2季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採 ⽉制會計年度(空⽩表曆年制)

（本公司依所屬國或第⼀上市地國法令規定，無須公告第⼀季、第三季財務報表，半年度財務報表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現⾦流量表期間 107年01⽉01⽇～107年06⽉30⽇

是否經原上市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核閱

原上市地國會計師意⾒種類 無保留

是否經中華⺠國會計師複核 是

=============================================================================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損)                                           (486,543)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483,127 

攤銷費用                                                      9,383 

利息費用                                                    296,412 

利息收入                                                     (9,32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2,081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損失                          663 

未實現外幣兌換損失(利益)                                       (810)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781,53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621,704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116,686) 

應收帳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829)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42,104) 

存貨減少                                                     63,541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215,381 

其他非流動資產減少                                           21,26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762,26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票據增加                        　　　                  990,182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666,413) 

應付帳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222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26,012 

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72,455)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                                            175,380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69,001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521,92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284,198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1,57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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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之所得稅                                                (13,928)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565,26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15,526)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98,000 

因合併產生之現金流(出)入                                     (2,762) 

收取之利息                                                    9,323 

支付之股利                                                  (25,585)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入                                 (736,550)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6,466,887 

短期借款減少                                             (6,557,827) 

舉借長期借款(包括一年內到期部分)                             33,361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907,901) 

應付租賃款減少                                              (13,812) 

非控制權益變動                                              143,777 

取得附屬公司非控制性權益支付的款項                          (45,857) 

支付之利息                                                 (296,412)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入                               (1,177,784)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增加數                             (349,074)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7,069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876,297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534,292 

=============================================================================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 1.0000，原股普通股每股⾯額：港幣0.1元

1.臺灣存託憑證發⾏⼈採⽤之會計原則與「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或有所差異，請詳閱發⾏⼈

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2.若發⾏⼈採⽤之會計原則非「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美國⼀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則相關申報⾦額係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編製⾦額分類揭露。

3.若發⾏⼈採⽤「美國⼀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係參考「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規定」有關會計項⽬之性質予以分類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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