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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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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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argiga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7）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回顧期間的營業額增加 68.9%至人民幣 818.94百萬元（二零一二年同期：
人民幣484.959百萬元）。

－ 回顧期間的毛利為人民幣18.591百萬元（二零一二年同期：毛損人民幣
154.725百萬元）。

－ 回顧期間的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淨虧損減少79.4%至人民幣136.431百萬
元（二零一二年同期：人民幣660.912百萬元）。

－ 每股基本虧損減少83%至人民幣5.02分（二零一二年同期：每股人民幣
29.48分）。

－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
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同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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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
務業績（「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的比較數據。中期業績為未經審核，
惟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 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
財務報告的審閱》進行審閱。根據核數師審閱本集團中期業績編製的核數師報
告載於將送交本公司股東的中期報告。中期業績亦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閱。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818,940 484,959
銷售成本 (800,349) (639,684)  

毛利╱（損） 18,591 (154,725)
其他收入 4 10,254 13,415
其他收入淨額 5 3,625 1,591
銷售及分銷開支 (13,711) (7,240)
行政開支 (113,475) (118,643)  

經營虧損 (94,716) (265,602)
預付款項減值 13 – (134,861)
商譽減值 14 – (208,237)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減虧損 3,807 (201)
融資成本 6(a) (50,772) (54,483)  

除稅前虧損 6 (141,681) (663,384)
所得稅抵免╱（支出） 7 2,212 (22,163)  

期間虧損 (139,469) (685,547)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136,431) (660,912)
非控制性權益 (3,038) (24,635)  

期間虧損 (139,469) (685,547)  

每股虧損（人民幣分）
 －基本及攤薄 9 (5.02) (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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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虧損 (139,469) (685,547)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及經重新分類調整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境外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3,736 3,268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35,733) (682,279)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132,695) (657,644)

非控制性權益 (3,038) (24,635)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35,733) (68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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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61,602 1,917,684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 7,025 4,582
租賃預付款項 100,067 101,361
原材料的預付款項 13 307,833 316,543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28,264 124,457  

2,404,791 2,464,627  

流動資產
存貨 393,966 424,187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668,039 720,747
即期可收回稅項 500 7,070
已抵押存款 294,510 174,234
銀行及手頭現金 287,846 153,793  

1,644,861 1,480,03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784,053 846,098
銀行貸款 12 1,151,390 1,018,985  

1,935,443 1,865,083  

流動負債淨值 (290,582) (385,05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114,209 2,079,575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貸款 12 395,663 487,280
債券 298,600 298,600
遞延稅項負債 9,067 11,757
遞延收入 216,627 221,701
其他非流動負債 12,054 9,007  

932,011 1,028,345  

資產淨值 1,182,198 1,051,23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76,727 218,787
儲備 876,157 800,091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1,152,884 1,018,878
非控制性權益 29,314 32,352  

權益總額 1,182,198 1,0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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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適用的披露
規定編製，包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獲授權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於二零一二年年度財務報表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於
二零一三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詳情載於附註2。

儘管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錄得虧損人民幣139百萬元，且
本集團於截至該日期的流動負債超逾其流動資產達人民幣291百萬元。董事認為採納持
續經營的假設以編製中期財務報表乃合適之舉，原因為彼等已計及以下因素並得出結論
本集團將有充裕資金以撥付其營運資金，且來自主要財務機構之承諾融資資金能滿足其
（但不限於）由報告期間結算日起計至最少為期十二個月的流動資金需求。

(i) 可用銀行融資

本集團有意保持與其銀行之緊密業務關係，以繼續得到其支持，並積極與銀行討論
取得新的或重續未償付短期銀行融資。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本集團自其主
要本地銀行取得新短期銀行融資 27百萬美元（相當於人民幣 167百萬元），該銀行於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已向本集團提供銀行融資共計人民幣887百萬元。董事
有信心，本集團將繼續成功與銀行磋商取得新的銀行融資並延長未償付短期銀行
貸款的償還期限，以應付其未來營運資金需求。

(ii) 新業務合作

本公司已與全球首屈一指的太陽能光伏企業Sharp Corporation（「Sharp」）訂立新業務合
作，據此，Sharp將於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向本公司購入新型產品－370兆瓦的太陽
能組件。此為本公司與Sharp在擁有近十年的長期供應及銷售夥伴關係後所訂立的
新業務交易，其有望進一步加強本公司與Sharp之間的可持續聯繫。更重要的是，本
公司現已成為Sharp於中國的最大太陽能產品供應商，付運量遠超其競爭對手。於回
顧期間，本公司的銷售藉此新業務合作錄得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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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改善流動資金及財政表現的其他措施

董事已檢閱本集團的未來規劃及策略並已確定多項計劃，積極採取行動，以推進本
集團的業務表現並改善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經營現金流量及財務狀況，其包括以下
各項：

(1) 減少所有資本開支以減低現金流出；

(2) 增加高質高效率產品的生產比率；

(3) 實施嚴謹信貸監控並積極尋找有穩健財務背景的新客戶；

(4) 實施節省成本措施包括生產成本、行政開支及銷售開支的嚴格監控，以增強
整體盈利能力；及

(5) 積極開拓其他融資來源之可行性。

經計及以上因素後，董事有信心，本集團將繼續自銀行取得持續支持並將擁有充裕資金，
以讓其能持續經營，並滿足其於報告日期起最少十二個月期間的財務責任。因此，財務
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於本
集團現行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於該等準則當中，以下發展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呈列－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 的修訂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抵銷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的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現行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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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本集團按照與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層內報呈報資料一致
之方式，確認三個可報告分部︰(i)太陽能單晶及多晶硅錠╱硅片製造、買賣及提供多晶硅
料加工服務（「分部A」）；(ii)光伏模組之製造及買賣（「分部B」）；及 (iii)太陽能單晶硅電池製
造及買賣（「分部C」）。並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成此等可報告分部。本集團已按與本期間分
部分析一致之方式提供比較數據。

(a) 分部業績及資產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會監察可報告分
部應佔之業績及資產（與本集團財務報表相同之方式呈列）。有關本集團可報告分部
之資料披露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A 分部B 分部C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333,641 358,656 126,643 818,940
分部間收益 146,825 – 220,372 367,197    

可報告分部收益 480,466 358,656 347,015 1,186,137    

可報告分部利潤╱（虧損） (253,764) 47,052 67,243 (139,469)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A 分部B 分部C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報告分部資產
（包括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987,409 362,119 700,124 4,049,652     

可報告分部負債 2,263,281 355,823 248,350 2,86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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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A 分部B 分部C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304,732 22,006 158,221 484,959

分部間收益 894,596 4,697 165,646 1,064,939     

可報告分部收益 1,199,328 26,703 323,867 1,549,898     

可報告分部虧損 (427,101) (17,055) (241,391) (685,547)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A 分部B 分部C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報告分部資產
（包括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046,828 216,074 681,756 3,944,658    

可報告分部負債 2,530,046 160,153 203,229 2,893,428    

(b)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所在地的資料。客戶所在地以交付貨品
或提供服務的地點為依據。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註冊地點） 165,843 218,520  

出口銷售
－ 日本 511,917 143,095

－ 台灣 125,555 28,225

－ 西班牙 7,536 75,218

－ 德國 7,227 9,186

－ 加拿大 826 –

－ 法國 36 –

－ 英國 – 5,548

－ 美國 – 5,167  

小計 653,097 266,439  

總計 818,940 48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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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貼 7,039 8,728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1,256 2,581

經營租賃的租金收入 797 874

出售廢料的收入 13 29

其他 1,149 1,203  

10,254 13,415  

5. 其他收入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匯收益淨額 3,625 1,591  

6.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46,446 47,010

債券利息 7,600 7,700  

非按公平值於損益賬列賬金融負債的
利息開支總額 54,046 54,710

減：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化利息開支 (3,274) (227)  

50,772 54,483  

(b) 其他項目
折舊 83,520 87,266

存貨撇減 69,850 132,805

保用成本的撥備 3,047 219

研究及開發成本 33,444 42,247

撇銷應收貿易賬款 22,554 –

無形資產攤銷 – 13,296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1,294 1,261

經營租賃支出 516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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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開支）

綜合損益表內所得稅代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中國
期間撥備 –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5,845  

– 5,845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額的出現及撥回 2,690 (27,216)

預扣稅 (478) (792)  

所得稅抵免╱（開支） 2,212 (22,163)  

香港利得稅乃按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估計應課稅利潤按稅率 16.5%計算。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之應課稅利潤，或自過往年度結轉以抵銷本期間估計利潤之累計稅務虧損，故並無計提
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及開曼群島適用法例、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繳
納任何英屬處女群島及開曼群島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規，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
之稅率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為25%，惟下述附屬公司除外。

其中兩家本集團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錦州日鑫硅材料有限公司及錦州陽光能源有限公
司獲有關當局認可為「高新科技企業」，為期三年，並已向當地稅務機關登記，符合資格
享有獲減免15%之企業所得稅率。因此，該等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須按15%企業所得稅率繳稅。

其中一家本集團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錦州華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華昌光伏」）自二零
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兩年內獲豁免繳納所得稅，其後三年獲減免一半所得稅稅率（「2+ 3

稅務優惠期」）。因此，華昌光伏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之所得稅率為 12.5%。另一方
面，華昌光伏於二零一一年獲授予「高新科技企業」地位，並有權自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起按扣減15%企業所得稅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三年。因此，華昌光伏
於二零一二年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所得稅率分別為12.5%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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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股息（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9.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人民幣136,431,000元（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人民幣 660,912,000元）以及按附註 9(b)所載方式計算的
期內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2,720,235,093股（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普通股2,242,170,425股）計算。

(b)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未經審核
普通股數目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於一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2,491,300,472 2,242,170,425

根據公開發售發行股份的影響 187,191,638 –

根據新股認購發行股份的影響 41,742,983 –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2,720,235,093 2,242,170,425  

(c) 每股攤薄虧損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的已發行普
通股。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273,409 279,594

原材料的預付款項 58,548 53,615

待抵扣增值稅 203,950 193,386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7,968 75,350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34,164 118,802  

668,039 720,747  

全部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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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扣除呆賬撥備後的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的賬齡按發票日期分析如
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151,586 143,109

一至三個月 39,767 36,067

四至六個月 9,261 55,559

七至十二個月 51,878 22,395

超過一年 20,917 22,464  

273,409 279,594  

本集團一般授予其客戶30至90日的信貸期。

並無個別或共同被視為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無逾期 157,297 188,926  

逾期少於一個月 12,877 44,149

逾期一至三個月 29,550 10,940

逾期四至六個月 47,162 4,134

逾期七至十二個月 9,539 11,555

逾期超過一年 16,984 19,890  

116,112 90,668  

273,409 279,594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472,932 579,65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225,304 221,502

預收款項 85,817 44,937  

784,053 846,098  

預期所有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於一年內清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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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的賬齡按發票日期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182,519 190,741

一至三個月 113,288 121,069

四至六個月 70,443 179,243

七至十二個月 73,252 68,083

一年後但兩年內 33,430 20,523  

472,932 579,659  

12. 銀行及其他貸款

本集團若干銀行融資須遵守一般在與財務機構訂立的貸款安排中出現且須符合本集團
若干財務狀況比率的契諾。倘本集團違反有關契諾，則所提取融資須按要求償還。本集
團定期監控其是否已遵守有關契諾。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若干融資契諾遭違反，銀行貸款之若干非流動部分
之結餘達人民幣133,441,000元，已自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至流動負債。於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後，放款人已授出違反有關融資契諾之豁免。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其他貸款人民幣50,663,000元為來自第三方Higuchi Industries 

Limited之貸款。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貸款為來自中國政府之貸款。

13. 原材料預付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管理層已對預付款項的潛在減
值作出評估，並確認兩名供應商遭遇財務困境並可能無法向本集團交付原材料。管理層
已就收回預付款項的可能性與本集團的法律顧問進行討論，並認為收回該等預付款項機
會渺茫。故此，將總額分別為人民幣 134,861,000元及人民幣 134,485,000元的預付款項作出
悉數撥備。

14. 無形資產及商譽

無形資產及商譽與本集團分部C（見附註3）有關，其被視為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
位」）。

於二零一二年，本集團之太陽能電池業務因太陽能市場需求低迷而受到嚴重影響，太陽
能產品之價格大幅下跌。太陽能電池業務被視為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因此，
根據使用價值計算法參照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後，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
確認之商譽減值為人民幣208,237,000元，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確認之無形資產減值為人
民幣201,49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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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概覽

世界太陽能產業在經歷產能過剩、供過於求、行業洗牌的嚴冬後，2013年上半
年各種跡象表明產業回暖將至。雖然歐洲光伏產業的狀況依舊不容樂觀，市場
持續衰退，但由於美國市場需求旺盛，中國及日本光伏市場的快速增長，導致
光伏行業整體形勢趨好，有望進入穩定成長期。

據太陽能研調機構Solarbuzz最新季度報告指出，過去三年洗牌後，市場整體將開
始逐步復蘇，光伏產業進入穩健的成長期，供應和需求促進產業回暖。Solarbuzz

預測2012至2017年間因太陽能材料和元件價格下跌令系統安裝價格下降，將
促使更多市場對太陽能開放，並會帶來長期的發展商機。Solarbuzz報告同時指
出，2013年下半年全球光伏產品需求預計達 20吉瓦（「GW」），年漲幅 22%，在中
國和日本市場的強勢推動下，2013年光伏總需求量有望創下35.1GW的新高，預
計2013年下半年兩國光伏安裝項目會佔全球45%以上的需求，但鑒於整個產業
的年成長幅度寄望於中日兩國的大型光伏工程，若兩國市場低於預期，則供應
鏈年底會面臨風險。

美國方面，根據NDP Solarbuzz North America PV Market Quarterly數據顯示，2013年上
半年美國光伏新增安裝量超過1.8GW，使美國安裝量破10GW，位居全球第四。
美國光伏產業快速發展，預計未來 18個月累計安裝量可提升 80%，並將於 2014

年底超過17GW。美國市場需求旺盛，大幅提升全球光伏需求量，但由於「雙反」
關稅，導致中國光伏組件價格與美國國內企業基本持平，使中國企業在美未能
獲得競爭優勢。

歐洲方面，2013年第二季度，歐洲五大主要市場僅英國需求相比去年同期上
升，其餘市場均出現下滑。歐洲宏觀經濟環境持續疲軟，越來越多歐盟成員國
採取緊縮政策以應對歐盟對公共財政赤字削減的要求，光伏產業首當其衝成
為赤字削減措施的目標。歐洲多國政府對光伏產業徵收追溯徵稅或削減光伏
補貼，致使光伏系統的預期經濟回報率和消費者的信心一再降低，加之中歐貿
易爭端帶來的不利影響，歐洲光伏市場面臨嚴峻挑戰，所幸爭端已獲限價及限
量協商解決，避免光伏市場破壞性價格出現。德國方面，受到政府削減光伏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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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補貼的影響，德國新增光伏裝機容量在2013年頭五個月較2012年同期縮減了
近50%，為1.5GW。缺少政策的支持，面對亞洲廠商的激烈競爭，多家德國太陽
能企業相繼宣布破產或退出光伏業務，德國光伏產業面臨挑戰。但由於德國生
產的光伏組件主要用於國內發電，同時進口太陽能組件，因此破產的企業主要
為光伏材料及設備企業，並無波及到下游光伏發電企業。

日本方面，日本政府對大型電站的上網電價補貼 (FIT)有所下調，下降至 37.8日
元每千瓦時，但下調未對電站盈利能力造成衝擊，日本仍為目前全球補貼最優
厚的地區。近三個季度日本國內裝機量直線上升，2013年第一季度，日本新增
裝機1.7GW，並有望全年總量可達5GW，成為僅次於中國的全球第二大光伏應
用市場。著重質量的傳統消費習慣、可觀的補貼價格以及嚴格的認證門欄，導
致日本光伏市場為全球光伏產品平均銷售價格最高的市場，產品存在10%的溢
價空間，相信在日本順利拓展市場管道的中國企業，有望顯著改善其盈利狀
況。

而在中國，2013年上半年光伏行業在經歷一年多的寒冬之後有回暖跡象，供需
關係的改善推動行業趨好。由於第一季度新的光伏政策尚未定型，中國光伏市
場無跨越式發展，光伏裝機量在1.2GW左右，大部份企業持觀望態度。但就整體
而言，裝機需求的較快增長與產能繼續收縮促使實際有效供給與需求的比例
趨向合理，同時主流大廠開工率和排名前二十的組件廠市佔率在2013年上半年
均有提升，初現行業整合效果。受惠於分佈式發電和光伏標杆電價補貼政策的
確立，中國光伏產業在2013年下半年有望進入良性發展階段，迎來發展高潮。

營運回顧

本集團建立了一條有效率及有特色的「倒三角形」垂直一體化供應鏈，逐步完
成從一家太陽能材料製造商向太陽能發電項目一站式服務提供者的「金盃型」
轉型，且供應鏈中個別產品如硅錠、硅片、電池及組件等皆可獨立對外銷售，
在回顧期內取得良好的營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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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錠業務

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發揮自身的技術優勢，維持硅錠原有產能。於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備有589台單晶爐及4台多晶爐，其中397台單晶爐配置於
錦州生產基地，而餘下的192台單晶爐則安裝於本集團轄下控股51%的陽光能源
（青海）有限公司（「青海陽光」）位於青海省西寧市的廠房，其中96台於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量產，而餘下的96台正在調試中，使得硅錠年產能正式到達1.2 (GW)。

集團的「金盃型」供應鏈，使上游產品如硅錠、硅片、電池可對外銷售，增加收
入。除供應集團下游硅片生產所需外，太陽能硅錠對外付運量約為 45.19兆瓦
(MW)，對比去年38.78MW的對外付運量，增加16.5%，主要原因是由於市場需求
增加及主要客戶業務拓展所帶動。陽光能源在太陽能單晶硅錠製造方面不論技
術、產品品質及數量方面，在中國均取得領先地位。集團的產品為中國唯一一
家太陽能電池用單晶硅錠國家免檢產品，主導產品為直徑 5.5英吋至 8.7英吋硅
錠。單晶硅產品的光電轉換率亦較行業水平為高，除了傳統的P型產品以外，
集團更供應擁有22–23%的光電轉換效率的高效率N型產品。回顧期內N型硅錠
對外付運量佔硅錠對外付運量約 80.9%左右，N型產品客戶市場以日本為主。

硅片業務

截至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錦州生產基地備有 121台切片機，硅
片年產能達 900 MW。本集團於回顧期除供應集團下游電池生產所需外，自產
及加工太陽能硅片對外付運量約為 148.5 MW，對比去年同期對外付運量115.42 

MW，總量增加28.7%，出口量增長之原因與硅錠業務相同，主要受惠於市場需
求增加及主要客戶業務拓展所帶動。

電池業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於錦州生產基地備有年產能300 MW的太陽能電池生產線，
除供應集團下游組件生產所需外，太陽能電池對外付運量約 45.7 MW，對比去
年同期45.77 MW的對外付運量相當，貢獻營業額約人民幣126.686百萬元（2012年
上半年：人民幣158.221百萬元），佔集團營業額15.5%（2012年上半年：32.6%）。集
團生產的電池為集團模組業務提供穩定優質的原料，改善供應的整體經營效
率，亦銷售給中國及日本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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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件業務

本集團通過控股51%的錦州錦懋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錦州錦懋」）及全資子公司錦
州陽光太陽能科技有限公司（「錦州太陽能」）開拓太陽能下游光伏組件業務。現
時太陽能組件生產基地位於錦州，產品質優，為滿足日本長期客戶大單需求，
除部份委外代加工外，自有產能已從年初的 150MW，第三季擴充為175MW。回
顧期內，太陽能組件對外付運量約79.9 MW，對比去年同期對外付運量6.67MW，
總量增加約 11倍。

由於本集團於組件業務在此期間得到突破性進展。本集團與日本夏普（「夏普」、
「Sharp」）在2012年度原來合作的基礎上，增加新的業務合作範圍。於2013年日本
財政年度中，夏普將向本集團再新增採購一項產品類型，即共計 370兆瓦之太
陽能組件產品，成為夏普在中國最大的太陽能供貨商。本集團與夏普建立供銷
關係已近10年，從合作初始由本公司供應夏普太陽能硅錠，逐漸增加至太陽能
硅片、太陽能電池，自2013年起新增了太陽能組件的供應。

光伏系統投資業務

本集團充分利用了垂直一體化的優勢，積極取得多項光伏電站項目建設許可，
以利開拓終端市場業務，由下而上拉動產品需求。例如：本集團所持有49%權
益的於青海省格爾木市取得的20兆瓦大型光伏電站項目，其建設時即主要採
用本集團垂直一體化所生產之組件。該項目已於二零一一年年底峻工，目前預
計可提供每年約 3,300萬千瓦時電力，項目將享受國家發改委規定的每千瓦時
人民幣1.15元的光伏發電上網電價政策。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為人民幣818.94百萬元，
比二零一二年同期增加 68.9%。於回顧期內，全球太陽能市場整體將開始逐步
復蘇，需求慢慢回升，原材料價格亦趨穩定，加上本集團與夏普增加業務合作
範圍導致營業額增加。

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成本由二零一二年同期的人民幣
639.684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800.349百萬元，增幅為25.1%。銷售成本佔總營業額
的97.7%，比二零一二年同期減少34.2個百分點。比例下降主要原因是由於存貨
撥備減少（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69.85百萬元；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2.80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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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人民幣18.591百萬元的毛利，
毛利率為 2.3%，對比二零一二年同期毛損人民幣 154.725百萬元及毛損率 31.9%

有所改善。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包裝開支、運費及保險費。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二
零一二年同期的人民幣7.24百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人民幣 13.711百萬元，增幅 89.4%，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 1.7%（二零一二年：
1.5%）。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及研發開支。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行政開支為人
民幣113.475百萬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人民幣118.643百萬元下降4.4%，佔本集
團營業額13.9%。行政開支下降主要由於研發成本由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人民幣
42.247百萬元下降至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人民幣33.444百萬元。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4.483百萬
元減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0.772百萬元。融資成本
主要為銀行貸款及債券的利息。

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所得稅收入為人民幣2.212百萬元，而二
零一二年同期的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22.163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所錄得之所得稅收入乃由於撥回遞延稅項暫時差額所致。

權益股東應佔虧損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權益股東應佔虧損人民幣 136.431百
萬元，比二零一二年同期權益股東應佔虧損人民幣660.912百萬元下降79.4%。

存貨週轉日

本集團的存貨主要包括原材料（即多晶硅、坩堝及其他輔料）及製成品。於回顧
期內，本集團存貨週轉期為93日（二零一二年同期：113日），與二零一二年同期
相比減少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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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週轉日

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集團應收貿易賬款週轉日減少至61日（二零一二年同期：
92日）。貿易應收賬款週轉日減少乃由於期內向客戶作出之信貸期縮短所致。
本集團一般授予其客戶 30至90日的信貸期。

應付貿易賬款週轉日

由於現金回收週期的延長，為保證資金的流動性，本集團決定延長向供應商作
出支付，故回顧期內的應付貿易賬款週轉日增加至88日（二零一二年同期：60

日）。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主要營運資金來源為銀行借貸所得款項。於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流動負債）為0.85（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0.79）。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有借貸淨額人民幣1,263.297

百萬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476.838百萬元），其中包括銀行
及手頭現金人民幣 287.846百萬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53.793

百萬元）、已抵押存款人民幣 294.51百萬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174.234百萬元）、一年內到期銀行貸款人民幣1,151.39百萬元（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18.985百萬元）、非流動銀行及其他貸款人民幣395.663百
萬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87.28百萬元）及非流動公司債券人
民幣298.6百萬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98.6百萬元）。淨借貸權
益比率（借貸淨額除權益總額）為106.9%（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0.5%）。
另外，由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報告期後已獲放款人授出豁免非流動
銀行貸款人民幣133.441百萬元由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至流動負債的影響，本集
團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比率將為0.85，一年內到期銀行貸款人
民幣885.544百萬元及非流動銀行及其他貸款人民幣620.721百萬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的或然負債。

外幣風險

本集團所承受的外匯風險主要來自以相關業務的功能貨幣人民幣以外貨幣進
行的買賣交易以及現金及銀行存款，當中主要來自美元、歐元及港元。由於本
集團以從客戶收取的外幣清償應付予供應商款額，故董事預期匯率變動不會
構成任何重大影響。此外，董事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按即期匯率購入或出售美
元及歐元，以處理短期的失衡情況，藉以確保淨風險維持於可接受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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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僱員數目為3,599名（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3,458名）。

未來展望及策略

中國國務院2013年7月公佈光伏產業綱領性文件《關於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
的若干意見》（「《意見》」）。新政提出中國至2015年光伏發電總裝機容量目標應達
到35GW以上，此計劃遠超市場預期，相信有助中國光伏產業走出產能過剩，國
內市場開發不足的困境。為有效抑制光伏產業盲目擴張，《意見》對新上光伏製
造項目提出多項規定，包括滿足單晶矽光伏電池轉換效能不低於20%、多晶矽
光伏電池轉換效率不低於18%等。《意見》表明政府寄望利用「市場逼退」機制，
督促行業淘汰落後企業，促進行業整合。預計經過行業洗牌，將會形成具有核
心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在企業應積極拓展新興市場及推動企業國際化下，從而
可望實現太陽能行業的良性發展。

本集團在此市場現況及行業發展趨勢下，根據集團優勢條件，採取如下主要因
應策略：

1. 為滿足客戶對本集團組件產品的大量需求，及考慮整體市場仍處於供過
於求的大環境，本集團營運模式，將由原上游產品產量大，愈往下游，產
量愈小的「倒三角形」垂直一體化供應，逐步完成從一家太陽能硅錠、硅片
製造商，向擁有包括太陽能發電項目一站式服務能力提供者的「金盃型」
轉型。

2. 加強技術研發，持續開發更高效產品，及抗PID單晶產品。透過最終產品轉
換效率的提升，來助益系統單位發電成本之降低，以做為市場拓展之有利
競爭利基。

3. 增加N型產品產銷比例，來區隔市場競爭。

4. 以產品主要銷售日本市場的高品質競爭利基，在持續提升品質的目標下，
追求最終每瓦發電成本的下降，用以作為開拓其他包括新興市場等地區
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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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掌握分佈式發電政策推動，將對太陽能產業起到健康發展之未來性，及因
為太陽能發電裝置成本顯著下降，各新興市場之政府更加積極推動太陽
能發電的契機下，本集團將已在國內及國外興建各種地面或屋頂太陽能
發電，其或屬併網型或屬獨立發電型等等之系統開發及EPC能力，更為強
化，積極開發下游市場，以提升集團整體獲利能力。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的規定。本公司遵守守則條文及守則建議最
佳常規的情況載於二零一二年年報的企業管治報告內。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本公司已作出特定查詢，以確認全體董事已於截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根據公開發售按於記錄日期每
持有五股現有股份獲發一股發售股份的基準發行498,260,094股新股份，認購價
為每股發售股份 0.51港元（「公開發售」）。公開發售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完成。所得款項淨額251百萬港元已按初步擬定用作償付本公司的銀行貸款。
此外，本公司已按認購價每股0.36港元分別發行199,998,000股新股份及22,222,000

股新股份予Hiramatsu International Corp.及丁晨曦（「認購事項」）。認購事項已於二
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完成。所得款項淨額80百萬港元已按初步擬定用作償
付本公司銀行貸款。

除上文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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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
原則及慣例，並已與本公司管理層檢討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包括審閱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發佈財務資料

載有一切詳細資料的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適
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分別載於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
司網站 (http://www.solargiga.com)。

承董事會命
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許祐淵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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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王永權先生、符霜葉女士、林文
博士及張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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