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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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九月二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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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祐淵  
 
 
香港，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譚文華先生 (主席 )、許祐淵先生、譚鑫先生及

王君偉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符霜葉女士、王永權博士及張椿先生。 
 
 
 
 



陽光能源臺灣存託憑證專區 

 
   臺灣存託憑證專區

 資料內容  資料內容  6簡明財務報表 6採用IFRS後-合併資產負債表 查詢

 年度:  季別:   104 6第二季 查詢

陽光能源 合併資產負債表

本資料由 上市公司陽光能源 公司提供

104年第2季資料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採     月制會計年度(空白表歷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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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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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357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流動淨額 605,273

 應收票據淨額 37,078

 應收帳款淨額 1,706,801

 其他應收款淨額 114,149

 存貨 4,388,907

 預付款項 1,838,012

 其他流動資產 1,693,334

  流動資產合計 11,102,911

非流動資產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333,298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9,460,330

 遞延所得稅資產 89,713

 其他非流動資產 1,924,519

  非流動資產合計 11,807,860

  資產總計 22,910,771

負債



流動負債

 短期借款 9,159,460

 應付票據 12,155

 應付帳款 3,791,235

 其他應付款 692,626

 負債準備-流動 218,177

 其他流動負債 252,900

  流動負債合計 14,126,553

非流動負債

 長期借款 1,702,929

 遞延所得稅負債 14,485

 其他非流動負債 1,199,694

  非流動負債合計 2,917,108

  負債總計 17,043,661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1,386,540

  股本合計 1,386,540

  資本公積 8,539,310

保留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1,000,642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5,366,596

  保留盈餘合計 -4,365,954

  其他權益 -77,272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5,482,624

  非控制權益 384,486

  權益總計 5,867,110

負債及權益總計 22,910,771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1.71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1.71

換算匯率說明 RMB$1=NT$5.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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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光能源臺灣存託憑證專區 

 
   臺灣存託憑證專區

 資料內容  資料內容  6簡明財務報表 6採用IFRS後-合併綜合損益表 查詢

 年度:  季別:   104 6第二季 查詢

陽光能源 合併綜合損益表

本資料由 上市公司陽光能源 公司提供

104年第2季資料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採     月制會計年度(空白表歷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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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年01月01日至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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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5,171

營業成本 5,720,823

營業毛利(毛損) 824,348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36,642

 管理費用 329,706

 研究發展費用 136,341

營業費用合計 502,689

營業利益(損失) 321,65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26,110

 其他利益及損失 11,173

 財務成本 -292,348

 採用權益法之關聯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31,12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286,185

稅前淨利(淨損) 35,474

所得稅費用(利益)合計 446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利(淨損) 35,028

本期淨利(淨損) 3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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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75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 6,519

  後續可能重分類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60,356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60,356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5,328

淨利(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淨利/損) 51,052

 非控制權益(淨利/損) -16,024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9,304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16,024

基本每股盈餘 0.02

稀釋每股盈餘 0.02

TDR基本每單位盈餘 0.02

TDR稀釋每單位盈餘 0.02

換算匯率說明 RMB$1=NT$5.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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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光能源臺灣存託憑證專區 

 
   臺灣存託憑證專區

 資料內容  資料內容  6簡明財務報表 6採用IFRS後-合併現金流量表 查詢

 年度:  季別:   104 6第二季 查詢

陽光能源 合併現金流量表

本資料由 上市公司陽光能源 公司提供

104年第2季資料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採     月制會計年度(空白表歷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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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年01月01日～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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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經中華民國會計師複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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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稅前淨利                                                 35,474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517,169 

攤銷費用                                                     11,694 

利息費用                                                    292,348 

利息收入                                                    (42,805) 

採用權益法認列之關聯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31,120 

處分及報廢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155 

未實現外幣兌換利益                                           (9,219)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80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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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票據減少                                                 41,653 

應收帳款增加                                               (334,174) 

應收帳款-關係人增加                                        (103,138) 

其他應收款增加                                             (171,989)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減少                                        82,028 

存貨增加                                                   (908,950) 

預付款項減少                                                100,684 

其他非流動資產減少                                           96,948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1,196,938)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票據減少                                            (243,718) 

應付帳款減少                                                 (3,900) 

應付帳款-關係人增加                                          10,153 

其他應付款減少                                              (47,049) 

負債準備增加                                                 46,272 

其他流動負債減少                                            (24,308) 

其他非流動負債減少                                          (40,79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303,34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500,278) 

營運產生之現金流出                                         (664,342) 

支付之所得稅                                                (51,062)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715,404)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取得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168,388) 

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5,542 

其他非流動資產增加                                           (5,241) 

收取之利息                                                   42,805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125,282)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短期借款增加                                              1,975,966 

償還長期借款                                               (162,842) 

其他流動資產增加                                           (948,102) 

支付之利息                                                 (292,343)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572,679 

匯率變動對現金及約當現金之影響                              (10,888)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減少數                                   (278,895)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998,252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719,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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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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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