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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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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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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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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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999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融資產－流動淨額 1,903,768

　合約資產-流動 68,061

　應收票據淨額 957,428

　應收帳款淨額 5,684,013

　其他應收款淨額 89,985

　存貨 1,554,889

　預付款項 988,488

　其他流動資產 12,063

　　流動資產合計 12,33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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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7

　採⽤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25,027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790,516

　遞延所得稅資產 214,898

　其他非流動資產 1,065,322

　　非流動資產合計 8,106,640

　　資產總計 20,438,334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7,368,407

　合約負債-流動 288,563

　應付票據 4,004,041

　應付帳款 2,446,454

　其他應付款 466,501

　負債準備-流動 21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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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流動負債 568,522

　　流動負債合計 15,361,298

非流動負債

　⻑期借款 77,514

　遞延所得稅負債 11,987

　其他非流動負債 1,370,806

　　非流動負債合計 1,460,307

　　負債總計 16,821,605

權益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1,238,686

　　股本合計 1,238,686

　　資本公積 7,715,393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995,462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6,456,363

　　保留盈餘合計 -5,460,901

　　其他權益 -289,445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3,203,733

　　非控制權益 412,996

　　權益總計 3,616,729

負債及權益總計 20,438,334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1.00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1.00

換算匯率說明 RMB$1=NT$4.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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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t132s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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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01⽉01⽇⾄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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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5,299

營業成本 16,225,786

營業⽑利(⽑損) 1,779,513

營業費⽤

　推銷費⽤ 346,668

　管理費⽤ 749,123

　研究發展費⽤ 941,130

營業費⽤合計 2,036,921

營業利益(損失) -257,408

營業外收入及⽀出

　其他收入 231,867

　其他利益及損失 -400,911

　財務成本 -608,817

　採⽤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6,540

營業外收入及⽀出合計 -784,401

稅前淨利(淨損) -1,041,809

所得稅費⽤(利益)合計 -54,417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987,392

本期淨利(淨損) -987,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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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16

　　後續可能重分類⾄損益之項⽬總額 -65,616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65,616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053,008

淨利(損)歸屬於：

　⺟公司業主(淨利/損) -99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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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8,124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1,061,132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8,124

基本每股盈餘 -0.31

稀釋每股盈餘 -0.31

TDR基本每單位盈餘 -0.31

TDR稀釋每單位盈餘 -0.31

換算匯率說明 RMB$1=NT$4.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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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01⽉01⽇～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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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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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  (1,041,809)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0 

本期稅前淨(損)利                                                $  (1,041,809) 

調整項目：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   1,026,956 

攤銷費用                                                        $      18,997 

利息費用                                                        $     608,817 

利息收入                                                        $     (25,138)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     210,471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     199,178 

提列保固負債準備                                                $     (16,208)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       6,540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      12,417 

未實現外幣兌換(利益)損失                                        $      (3,509)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   2,03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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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     726,422 

應收帳款增加                                                    $    (260,120) 

應收帳款-關係人減少                                             $       3,692 

合約資產增加                                                    $     (68,061) 

其他應收款減少                                                  $     618,576 

存貨減少                                                        $     251,397 

預付款項增加                                                    $    (142,346) 

其他非流動資產減少                                              $      97,317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   1,226,877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票據增加            　　　  　　　　　　　　　　　　　  　　$   2,017,472 

應付帳款減少                                                    $    (282,141) 

應付帳款-關係人(減少)增加                                       $      (9,629) 

合約負債增加                                                    $      92,283 

其他應付款(減少)增加                                            $     (90,454)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     15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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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   1,879,511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   3,106,388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   4,103,1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      21,624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   4,124,724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1,572,328)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320,120 

因合併產生之現金流(出)入                                        $      (8,057) 

收取之利息                                                      $      25,138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1,235,127)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  11,323,792 

短期借款減少                                                    $ (12,552,562) 

舉借長期借款(包括一年內到期部分)                                $      87,318 

償還長期借款(包括一年內到期部分)                                $      (7,243) 

取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  (3,312,943) 

處分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   2,389,897 

應付租賃款減少                                                  $     (44,046) 

取得子公司非控制權益                                            $      34,950 

支付之利息                                                      $    (608,817)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2,689,654)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      17,274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     217,217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855,782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1,07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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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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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