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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是由神州數碼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以下附件是本公司依臺灣相關證券法律的規定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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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al China Holdings Limited 

(神州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 

郭為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香港，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時，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包括： 
 
執行董事：郭為先生（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及林楊先生（副主席） 
 
非執行董事：彭晶先生及曾水根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文宗先生、倪虹小姐、劉允博士、金昌衛先生及陳永正先生 
 

 
網址：www.dcholdings.com 

 
* 僅供識別 

 



臺灣存託憑證代號總表

神州-DR 合併資產負債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神州-DR　公司提供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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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 104/12/31 前採   20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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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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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7,88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3,819,504

　合約資產-流動 12,378,729

　應收票據淨額 1,134,254

　應收帳款淨額 12,598,614

　其他應收款淨額 4,159,333

　存貨 11,612,575

　預付款項 557,103

　其他流動資產 179,820

　　流動資產合計 56,63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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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1,633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6,776,49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254,424

使用權資產 1,009,625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12,724,103

　無形資產 7,657,764

　遞延所得稅資產 83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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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流動資產 4,142,205

　　非流動資產合計 40,553,153

　　資產總計 97,190,965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6,485,819

　合約負債-流動 8,287,477

　應付票據 4,000,498

　應付帳款 11,515,817

　其他應付款 2,991,407

　本期所得稅負債 364,618

租賃負債－流動 392,578

　其他流動負債 4,748,426

　　流動負債合計 38,786,640

非流動負債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3,205,918

　長期借款 7,651,122

　遞延所得稅負債 438,675

租賃負債－非流動 375,725

　其他非流動負債 80,589

　　非流動負債合計 11,752,029

　　負債總計 50,538,669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595,392

　　股本合計 595,392

　　資本公積 23,509,741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2,348,612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1,322,229

Page 2 of 3公開資訊觀測站

2022/4/27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32sb05_1



　　保留盈餘合計 3,670,841

　　其他權益 2,127,183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29,903,157

　　非控制權益 16,749,139

　　權益總計 46,652,296

負債及權益總計 97,190,965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17.87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8.93

換算匯率說明 HKD$1: NT$ 3.5577

備註
以110.12.31 www.oanda.com 

網站公布匯率換算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 0.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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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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存託憑證代號總表

神州-DR 合併綜合損益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神州-DR　公司提供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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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 104/12/31 前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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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01月01日至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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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73,237

營業成本 59,740,201

營業毛利(毛損) 13,333,036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4,520,812

　管理費用 2,439,220

　其他費用 3,614,467

營業費用合計 10,574,499

營業利益(損失) 2,758,53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738,639

　其他利益及損失 134,702

　財務成本 -511,224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

益之份額
-380,08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7,963

稅前淨利(淨損) 2,740,574

所得稅費用(利益)合計 293,025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2,447,549

本期淨利(淨損) 2,447,549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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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損益
-223,285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50,73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17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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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428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

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

益之項目

1,64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1,167,068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994,513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3,442,062

淨利(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淨利/損) 1,515,147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932,402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2,177,342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1,264,720

基本每股盈餘 0.99

稀釋每股盈餘 0.98

TDR基本每單位盈餘 0.50

TDR稀釋每單位盈餘 0.49

換算匯率說明 HKD$1: NT$ 3.5577

備註
以110.12.31 www.oanda.com 

網站公布匯率換算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 0.5000，原股普通股每股面額：港幣0.1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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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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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存託憑證代號總表

神州-DR 合併現金流量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神州-DR　公司提供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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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 104/12/31 前採   20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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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01月01日～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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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經中華民國會計師複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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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      2,740,574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      0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      2,740,574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數                                        $      461,106 

折舊費用                                                        $      811,864 

攤銷費用                                                        $      677,828 

利息費用                                                        $      511,224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      380,080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利益）                        $      8,862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      403,500 

利息收入                                                        $      (28,721) 

股利收入                                                        $      (7,275) 

遞延收入                                                        $      (111,157) 

處分投資損失(利益)                                              $      (292,130)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失(利益)                              $      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利益)              $      111,555 

非金融資產減值損失                                              $      0 

處分無形資產損失                                                $      0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      2,926,736 

XXXX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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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      (1,056,793)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      (439,778) 

存貨(增加)減少                                                  $      217,564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      (356,530)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      193,300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      4,926 

其他營業資產(增加)減少                                          $      28,341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      1,076,934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      1,558,731 

合約資產(增加)減少                                              $      (3,995,425) 

合約負債(增加)減少                                              $      (278,511)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      (1,034,010) 

XXXX 

營運產生之現金                                                  $      1,586,059 

收取之利息                                                      $      25,576 

支付之所得稅                                                    $      (319,332) 

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流出)                                        $      1,292,30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7,407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216,052)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                                                $      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      193,866 

取得無形資產                                                    $      (306,905) 

取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      0 

收取之股利                                                      $      9,008 

處分子公司                                                      $      0 

處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價款                                        $      0 

其他投資活動                                                    $      0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      (66,006) 

對子公司之收購                                                  $      (40,483) 

取得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4,358,318) 

處分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4,646,410 

取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0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203,543 

XXXX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72,470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支付之利息                                                      $      (345,481) 

發放現金股利                                                    $      (65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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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借長短期借款                                                  $      8,062,335 

償還長短期借款                                                  $      (9,779,512) 

發行公司債                                                      $      0 

償還公司債                                                      $      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      0 

非控制權益變動                                                  $      847,988 

租賃本金償還                                                    $      (482,477) 

庫藏股票買回成本                                                $      0 

現金增資                                                        $      0 

員工執行認購權                                                  $      (947,142) 

XXXX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3,295,231)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      370,12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      (1,560,329)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11,758,20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10,19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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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 0.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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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