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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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作出。  

 

以下所附是本公司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規定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

十六日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網頁刊發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王鈞澤（前稱王君偉）  

 

 

香港，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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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稱

王君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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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及張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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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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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12⽉31⽇

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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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297

　應收票據淨額 1,724,212

　應收帳款淨額 4,824,963

　其他應收款淨額 142,221

　存貨 1,849,584

　預付款項 1,449,752

　其他流動資產 2,067,109

　　流動資產合計 12,934,138

非流動資產

　備供出售⾦融資產-非流動淨額 11,138

　採⽤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24,068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017,792

　遞延所得稅資產 159,336

　其他非流動資產 989,010

　　非流動資產合計 8,201,344

　　資產總計 21,135,482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8,803,267

　應付票據 2,034,189

　應付帳款 2,803,860

　其他應付款 431,968

　負債準備-流動 213,312

　其他流動負債 245,350

　　流動負債合計 14,531,946

非流動負債

　⻑期借款 57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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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延所得稅負債 12,747

　其他非流動負債 1,273,072

　　非流動負債合計 1,857,647

　　負債總計 16,389,593

權益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1,268,378

　　股本合計 1,268,378

　　資本公積 7,967,530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1,001,788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5,574,214

　　保留盈餘合計 -4,572,426

　　其他權益 -307,603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4,355,879

　　非控制權益 390,010

　　權益總計 4,745,889

負債及權益總計 21,135,482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1.36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1.36

換算匯率說明 RMB$1=NT$4.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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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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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01⽉01⽇⾄106年12⽉31⽇期間

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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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2,240

營業成本 15,316,879

營業⽑利(⽑損) 3,015,361

營業費⽤

　推銷費⽤ 310,308

　管理費⽤ 857,207

　研究發展費⽤ 1,026,589

營業費⽤合計 2,194,104

營業利益(損失) 821,257

營業外收入及⽀出

　其他收入 365,447

　其他利益及損失 -33,519

　財務成本 -557,821

　採⽤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68,734

營業外收入及⽀出合計 -294,627

稅前淨利(淨損) 526,630

所得稅費⽤(利益)合計 -40,61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567,240

本期淨利(淨損) 56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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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82

　　後續可能重分類⾄損益之項⽬總額 15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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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151,182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718,422

淨利(損)歸屬於：

　⺟公司業主(淨利/損) 492,552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74,688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643,734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7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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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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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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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01⽉01⽇～106年12⽉31⽇

是否經原上市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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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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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仟元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     526,630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                                              $           0 

本期稅前淨利                                                  $     526,630 

調整項目：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     885,868 

攤銷費用                                                      $      17,701 

利息費用                                                      $     557,821 

利息收入                                                      $     (41,912) 

金融資產迴轉利益                                              $     (40,422)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      86,628 

收購公司利益                                                  $        (729) 

提列保固負債準備                                              $     103,38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      68,734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利益)                        $       4,827 

未實現外幣兌換損失(利益)                                      $       1,678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損失(利益)                                $    (149,055)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   1,52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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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49,578)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  (3,026,237) 

應收帳款-關係人減少                                           $      87,036 

其他應收款減少                                                $     384,942 

存貨減少(增加)                                                $   1,225,664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    (145,833) 

其他非流動資產減少                                            $      86,74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  (3,03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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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   1,202,586 

應付帳款減少                                                  $    (104,697) 

應付帳款-關係人增加                                           $      91,111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      28,998 

其他流動負債(減少)增加                                        $     (80,616) 

其他非流動負債減少                                            $     (81,087)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   1,056,29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  (1,980,962)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      67,190 

支付之所得稅                                                  $     (17,921)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      49,26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581,16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151,526 

取得(處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     (11,138) 

因合併產生之現金流出                                          $      44,593 

處分子公司                                                    $      (5,473) 

收取之利息                                                    $      41,911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入                                      $    (359,741)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  11,420,959 

短期借款減少                                                  $ (11,571,580) 

舉借長期借款(包括一年內到期部分)                              $      25,934 

償還長期借款(包括一年內到期部分)                              $    (187,298)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     758,862 

應付租賃款減少                                                $     (27,501) 

支付之利息                                                    $    (557,821)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入                                      $    (138,445)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     (20,62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數                                      $    (469,54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1,345,84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87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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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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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