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名稱

關係

（註2）

1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

(股)公司

潤泰精密材料(股)

公司

2 675,000$     100,662$    88,453$     88,453$    -$       2.24 1,350,000$    Y 註3

註1：編號欄之說明如下：
     (1).發行人填0。
     (2).被投資公司按公司別由阿拉伯數字1開始依序編號。
註2：背書保證者與被背書保證對象之關係有下列六種，標示種類即可：
     (1).有業務關係之公司。
     (2).直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
     (3).母公司與子公司持有普通股股權合併計算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被投資公司。
     (4).對於直接或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百分之五十之母公司。
     (5).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之公司。
     (6).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例對其背書保證之公司。
註3：子公司對他人背書保證之最高限額，以不超過該公司實收資本額100%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以不超過該公司實收資本額50%為限。

期末背書

保證餘額

實際動支

金額編號

（註1）

背書保證者

公司名稱

被背書保證對象 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限額

本期最高

背書保證餘額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為他人背書保證

民國104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一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屬對大陸地

區背書保證

備註

以財產擔保

之背書保證

金額

累計背書保證金額

佔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之比率

背書保證

最高限額

屬母公司對

子公司背書

保證

屬子公司對

母公司背書

保證



股  數

帳面金額

（註3） 持股比例

公允價值

(註4)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香港滬光基金受益憑證 －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228,000       11,242$         － 11,242$          

華泰電子(股)公司股票 －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7,747,258     75,458          0.96 75,458           

中裕新藥(股)公司股票 本公司為該公司董事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10,357,408    1,506,485       4.78 1,506,485        

台灣浩鼎生技(股)公司股票 －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1,261,648     481,949         0.74 481,949          

智崴資訊科技(股)公司股票 －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1,975,445     432,000         4.42 432,000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公司股票 本公司為該公司監察人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16,828,936    378,659         10.80 提供15,200仟股，計

342,000仟元，作為金

融機構融資借款之質

押。
Gloria Solar International

  Holding Inc. 股票

－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669,000       -               0.57

茂豐租賃(股)公司股票 －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1,078,437     -               1.05

亞太工商聯(股)公司股票 －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1,090        900             0.03

長榮鋼鐵(股)公司股票 －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1,884,613     12,387          0.46

力勝開發(股)公司 智龍基金 －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96,837          

95大眾2債券 －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非流動 20,000          

台中商銀98-1期債券 －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非流動 23,000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股票 本公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4,758,700     170,599         0.34 170,599          

潤泰全球(股)公司股票 對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公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33,586,339    1,958,084       3.57 1,958,084        

寶德能源科技(股)公司股票 －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31,700,000    165,100         1.87

大買家(股)公司股票 －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4,267,233     45,180          2.84 提供3,800仟股，計

40,233仟元，作為金

融機構融資借款之質

押。
潤泰精密材料(股)公司 潤泰全球(股)公司股票 對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公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63,124        3,680           -           3,680            

潤德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公司 潤泰全球(股)公司股票 對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公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1,095,075     63,843          0.12 63,843           

註1：本表所稱有價證券，係指屬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範圍內之股票、債券、受益憑證及上述項目所衍生之有價證券。
註2：有價證券發行人非屬關係人者，該欄免填。
註3：按公允價值衡量者，帳面金額乙欄請填公允價值評價調整後及扣除累計減損之帳面餘額；非屬按公允價值衡量者，帳面金額乙欄請填原始取得成本或攤銷後成本扣除累計減損之帳面餘額。
註4：所列有價證券有因提供擔保、質押借款或其他依約定而受限制使用者，應於備註欄註明提供擔保或質借股數、擔保或質借金額及限制使用情形。

備註

持有之公司

有價證券種類及名稱

（註1）

與有價證券發行人之關係

（註2） 帳列科目

期                      末

(除特別註明者外)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期末持有有價證券情形（不包含投資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控制部分）

民國104年9月30日

附表二 單位：新台幣仟元



股數 金 額 股數 金額 股數 售價 帳面成本 處分損益 股數 金額

潤泰創新國際

(股)公司

智崴資訊科技

(股)公司

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非流動

         - -              -  $        -    1,800,000  $  432,000          -  $        -  $        -  $        -      1,800,000  $  432,000

潤泰創新國際

(股)公司

潤泰百益(股)

公司

採用權益法之

投資

現金增資 子公司    145,000,000   1,482,345   50,000,000     500,000          -           -       37,261

      (註4)

          -    195,000,000   2,019,606

註1：本表所稱有價證券，係指股票、債券、受益憑證及上述項目所衍生之有價證券。
註2：有價證券帳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者，須填寫該二欄，餘得免填。
註3：累計買進、賣出金額應按市價分開計算是否達三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註4：係投資利益。

累積買進或賣出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達新台幣三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民國104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三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買入（註3） 賣出 期  末

買、賣之公司

有價證券種類及

名稱（註1） 帳列科目

交易對象

（註2）

關係

（註2）

期初



所有人 與發行人之關係 移轉日期 金額

潤泰百益

(股)公司

投資性不動產-松山車

站綜合大樓暨立體停車

場 大 樓

101.06.29

及

102.03.11

 $4,183,468 截至民國104年9

月30日止，業已

支付

$3,701,761。

潤弘精密工程事

業(股)公司

孫公司 - - -  $        - 依雙方議價 投資 -

潤泰百益

(股)公司

投資性不動產-松山車

站綜合大樓 OT商場及

BOT裝修及景觀工程

101.09.06

、

103.05.07

及

103.08.11

    811,699 截至民國104年9

月30日止，業已

支付$505,705。

潤德室內裝修設

計工程(股)公司

玄孫公司 - - -           - 依雙方議價 營運及投資 -

潤泰旭展

(股)公司

投資性不動產-台鐵南

港 車 站 大 樓

100.07.01   5,909,731 截至民國104年9

月30日止，業已

支付

$5,272,098。

潤弘精密工程事

業(股)公司

孫公司 - - -           - 依雙方議價 投資 -

潤泰旭展

(股)公司

投資性不動產-南港車

站OT及BOT裝修及景觀

工 程

101.07.16

、

102.04.02

、

102.10.14

及

104.06.30

    740,841 截至民國104年9

月30日止，業已

支付$446,974。

潤德室內裝修設

計工程(股)公司

玄孫公司 - - -           - 依雙方議價 營運及投資 -

註1：所取得之資產依規定應鑑價者，應於「價格決定之參考依據」欄中註明鑑價結果。
註2：實收資本額係指母公司之實收資本額。發行人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註3：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價格決定之參考

依據

取得目的及

使用情形

(除特別註明者外)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三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民國104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四 單位：新台幣仟元

其他約定

事項交易對象

取得不動產之公

司 財產名稱 事實發生日 交易金額 價款支付情形 關係

交易對象為關係人者，其前次移轉資料



潤泰創新國際

(股)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

南路二段 276號二

樓、三樓、地下及

地 下 之 1 房 地

103.09.05

(註4)

84.12.26 464,246$   641,422$   已全數收回。 177,176$   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 其他關係人 一般銷售 戴德梁行不動產估價

師事務所鑑價報告書

-

註1：處分資產依規定應鑑價者，應於「價格決定之參考依據」欄中註明鑑價結果。
註2：實收資本額係指母公司之實收資本額。發行人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註3：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註4：業於民國104年2月3日經主管機關審核許可，並已辦理交屋及過戶。

處分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三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民國104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五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約定事項價款收取情形 處分損益 交易對象 關  係 處分目的 價格決定之參考依據交易金額

處分不動產之公

司 財產名稱 事實發生日 原取得日期 帳面金額



進（銷）貨 金額

佔總進（銷）貨

之比率 授信期間 單價 授信期間 餘額

佔總應收（

付）票據、帳

款之比率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孫公司 進貨 985,416$     35.00%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限

支付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支付價款。

407,723)($     39.10%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本公司 銷貨 981,824      13.58%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限

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407,723      14.52%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泰旭展(股)公司 子公司 銷貨 793,758      10.98%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限

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364,677      12.99%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泰百益(股)公司 子公司 銷貨 672,539      9.30%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限

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204,571      7.29%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雅生技(股)公司 實質關係人 銷貨 149,814      2.07%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限

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47,067       1.68%

潤泰旭展(股)公司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孫公司 進貨 766,265      76.72%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限

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364,677)(      44.76%

潤泰旭展(股)公司 潤德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公

司

玄孫公司 進貨 232,552      23.28%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限

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24,352)(       2.99%

潤泰百益(股)公司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孫公司 進貨 850,637      72.34%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限

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204,571)(      30.52%

潤泰百益(股)公司 潤德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公

司

玄孫公司 進貨 325,283      27.66%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限

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126,263)(      18.84%

潤德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公司 潤泰百益(股)公司 子公司 銷貨 351,129      4.86%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限

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126,263      4.50%

潤德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公司 潤泰旭展(股)公司 子公司 銷貨 210,642      2.91%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限

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24,352       0.87%

註1：關係人交易條件如與一般交易條件不同，應於單價及授信期間欄位敘明差異情形及原因。
註2：若有預收（付）款項情形者，應於備註欄敘明原因、契約約定條款、金額及與一般交易型態之差異情形。
註3：實收資本額係指母公司之實收資本額。發行人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備註進（銷）貨之公司 交易對象名稱 關係

交易情形

交易條件與一般交易不同之情形及

原因 應收（付）票據、帳款

(除特別註明者外)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民國104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六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表七

金額 處理方式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本公司 407,723$          2.75 -$                           - 76,830$         -$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泰旭展(股)公司 子公司 364,677           2.32 -                            - 68,633          -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泰百益(股)公司 子公司 204,571           3.83 -                            - -               -             

潤德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公司 潤泰百益(股)公司 孫公司 126,263           5.95 -                            - 99,039          -             

註1：請依應收關係人帳款、票據、其他應收款…等分別填列。

註2：實收資本額係指母公司之實收資本額。發行人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應收關係人款項期

後收回金額 提列備抵呆帳金額帳列應收款項之公司 交易對象名稱 關係 應收關係人款項餘額 週轉率

逾期應收關係人款項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應收關係人款項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民國104年9月30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科目 金額 交易條件

佔合併總營收或總資產

之比率

(註3)

1 潤德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2 營建收入 91,818$              註4 1.04%

〞 2 應收款項 40,391               〞 0.06%

潤泰旭展(股)公司 3 營建收入 210,642              〞 2.40%

〞 3 應收款項 24,352               〞 0.03%

潤泰百益(股)公司 3 營建收入 351,129              〞 4.00%

〞 3 應收款項 126,263              〞 0.18%

2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2 營建收入 981,824              〞 11.17%

〞 2 應收款項 407,723              〞 0.57%

潤泰旭展(股)公司 3 營建收入 793,758              〞 9.03%

〞 3 應收款項 364,677              〞 0.51%

潤泰百益(股)公司 3 營建收入 672,539              〞 7.65%

〞 3 應收款項 204,571              〞 0.28%

潤泰精密材料(股)公司 1 背書保證 88,453               註6 -                 

潤鑄建築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1 雜項收入 16,366               註5 0.19%

〞 1 其他應收款 13,302               〞 0.02%

3 潤泰精密材料(股)公司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2 銷貨收入 36,075               〞 0.41%

〞 2 營建收入 14,302               註4 0.16%

4 潤泰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公司 潤泰旭展(股)公司 3 勞務收入 18,672               註7 0.21%

註1：母公司及子公司相互間之業務往來資訊應分別於編號欄註明，編號之填寫方法如下：
     (1).母公司填0。
     (2).子公司依公司別由阿拉伯數字1開始依序編號。
註2：與交易人之關係有以下三種，標示種類即可(若係母子公司間或各子公司間之同一筆交易，則無須重複揭露。如：母公司對子公司之交易，若母公司已揭露，則子公司部分無須重複揭露；
     子公司對子公司之交易，若其一子公司已揭露，則另ㄧ子公司無須重複揭露)：
     (1).母公司對子公司。
     (2).子公司對母公司。
     (3).子公司對子公司。
註3：交易往來金額佔合併總營收或總資產比率之計算，若屬資產負債項目者，以期末餘額佔合併總資產之方式計算；若屬損益項目者，以期中累積金額佔合併總營收之方式計算。
註4：價格係依雙方議價訂定，並依據工程進度按合約規定期限收取價款。
註5：係一般銷售方式處理。
註6：係背書保證。
註7：價格係依雙方議價訂定。
註8：交易金額達10,000者，予以揭露；另以資產面及收入面為揭露方式。

交易往來情形

(除特別註明者外)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與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之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形及金額

民國104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八 單位：新台幣仟元

編號

(註1) 交易人名稱 交易往來對象

與交易人之關係

(註2)



本期期末 去年年底 股數 比率 帳面金額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潤泰建設國際(B.V.I.)有限公

司

英屬維京群

島

一般投資事業 635,403$     635,403$     25,000,000    100.00 2,587,496$   124,724$    124,724$    本公司之子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潤泰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公

司

台灣 建築物管理維護 9,998        9,998        1,450,000     100.00 15,610       8,759       8,759       本公司之子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潤福生活事業(股)公司 台灣 大樓管理維護及

設備租售

9,000        9,000        900,000       60.00 4,670)(        6,463)(       3,878)(       本公司之子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潤泰保全(股)公司 台灣 建築物保全維護

服務

40,000       40,000       6,000,000     100.00 55,468       2,176       2,176       本公司之子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力勝開發(股)公司 台灣 商業大樓之出租

出售及百貨買賣

之經營

1,097,665    1,097,665    109,172,500   100.00 1,195,023    3,783)(       3,783)(       本公司之子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潤泰資源整合(股)公司 台灣 電纜、電梯及消

防安全設備安裝

工程

386,864      593,110      49,497,172    71.12 1,193,601    172,029     106,373     本公司之子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潤泰旭展(股)公司 台灣 委託營造廠商興

建大樓出租之事

業

1,600,000    1,600,000    160,000,000   80.00 1,572,496    174,997     139,997     本公司之子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潤泰百益(股)公司 台灣 經營飯店、辦公

室及賣場等商用

不動產出租事業

1,950,000    1,450,000    195,000,000   100.00 2,019,606    37,261      37,261      本公司之子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台灣 建築及土木工程

之承攬

12,940       12,940       1,012,500     0.75 19,315       510,072     2,707       本公司之孫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潤泰精密材料(股)公司 台灣 水泥事業 44,087       44,621       15,740,381    10.49 177,203      190,564     9,131       本公司之曾孫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景鴻投資(股)公司 台灣 一般投資事業 504,000      504,000      50,400,000    30.00 921,933      281,421     84,427      採權益法評價之被

投資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潤成投資控股(股)公司 台灣 一般投資事業 13,750,000   13,750,000   2,380,000,000 25.00 6,497,198    17,853,536  4,463,384   採權益法評價之被

投資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Concord Greater China Ltd. 英屬維京群

島

一般投資事業 409,489      409,489      10,593,334    25.46 5,777,276    2,200,780   560,318     採權益法評價之被

投資公司(註1)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興業建設(股)公司 台灣 國民住宅、商業

大樓之出租出售

及百貨買賣之經

營

570,473      570,473      57,047,268    45.45 432,459      45,762)(      20,701)(      採權益法評價之被

投資公司(註2)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日友環保科技(股)公司 台灣 廢棄物之處理及

污染防治設備製

造

331,147      331,147      29,677,148    26.62 580,206      356,278     97,654      採權益法評價之被

投資公司

被投資公司名稱、所在地區等相關資訊（不包含大陸被投資公司）

民國104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九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被投資公司本

期損益

本期認列之投

資損益 備註投資公司名稱 被投資公司名稱 所在地區 主要營業項目

原始投資金額 期末持有



本期期末 去年年底 股數 比率 帳面金額

被投資公司本

期損益

本期認列之投

資損益 備註投資公司名稱 被投資公司名稱 所在地區 主要營業項目

原始投資金額 期末持有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全球一動(股)公司 台灣 第一類電信事業

及通信工程業

269,443$     269,443$     26,082,039$   9.46$   -$         308,259)($    14,689)($     採權益法評價之被

投資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潤泰全球(股)公司 台灣 紡紗、織布、製

衣等製造加工及

銷售

2,975,946    2,975,946    109,534,473   11.63 1,973,391    4,512,374   542,642     對本公司採權益法

評價之投資公司

(註3)

潤泰建設國際(B.V.I.)有限

公司

Ruentex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Ltd.

香港 一般投資事業 32,860       32,860       7,800,000     100.00 25,474       -           -           本公司之孫公司

潤泰建設國際(B.V.I.)有限

公司

Sinopac Global Investment

Ltd.

開曼群島 一般投資事業 640,770      640,770      19,500,000    49.06 2,560,194    254,242     124,724     採權益法評價之被

投資公司

潤泰資源整合(股)公司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台灣 建築及土木工程

之承攬

893,521      893,521      72,881,000    53.99 1,427,987    510,072     194,849     本公司之孫公司

潤泰資源整合(股)公司 Wide Profi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香港 一般投資事業 686,402      686,402      21,504,243    82.75 462,204      28,789)(      23,074)(      本公司之孫公司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泰精密材料(股)公司 台灣 建材生產與經銷 587,269      587,269      58,726,917    39.15 928,994      190,564     81,298      本公司之曾孫公司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陽營造(股)公司 台灣 土木建築工程 5,408        5,408        600,000       100.00 8,945        2           2           本公司之曾孫公司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Wide Profi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香港 一般投資事業 45,819       45,819       1,948,193     7.50 43,018       28,789)(      3,173)(       本公司之孫公司

潤泰精密材料(股)公司 潤德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公

司

台灣 室內裝潢與庭園

綠化設計及施工

140,571      140,571      3,000,000     100.00 172,415      93,436      93,436      本公司之玄孫公司

力勝開發(股)

公司

潤泰全球(股)公司 台灣 紡紗、織布、製

衣等製造加工及

銷售

143,311      143,311      3,038,148     0.32 143,126      4,512,374   -           對本公司採權益法

評價之投資公司

潤泰保全(股)

公司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台灣 建築及土木工程

之承攬

57,799       57,799       976,000       0.72 52,701       510,072     -           本公司之孫公司

潤泰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公司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台灣 建築及土木工程

之承攬

15,583       15,583       264,000       0.20 14,181       510,072     -           本公司之孫公司

註1：提供10,593仟股，計$5,777,276仟元，作為金融機構融資借款之質押。
註2：提供10,000仟股，計$75,800仟元，作為金融機構融資借款之質押。
註3：提供109,528仟股，計$1,973,256仟元，作為金融機構融資借款之質押。



匯出 收回

Concord Investment (China)

Co., Ltd.

量販店百貨公

司、超級市場及

便利商店業務

9,407,865$   註1(一) 1,310,527$  -$       -$       1,310,527$  11,369,805$  6.61 751,545$   4,078,373$  2,078,413$   註3(二)1

Auchan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量販店百貨公

司、超級市場及

便利商店業務

10,351,603   註1(一) -           -        -        -           927,346)(      6.74 62,505)(     866,913     -            註3(二)1

沛豐建築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建築、機電、土

木及建物構建工

程

345,135      註1(二) 295,830     -        -        295,830     16,398       58.85 10,183     109,191     -            註3(二)3

潤泰精密建築工程(蘇州)有限

公司

預鑄工程、房屋

建築工程總承包

及機電設備安裝

工程等業務

477,437      註1(二) 380,142     -        -        380,142     45,187)(       58.85 26,593)(     207,747     -            註3(二)3

潤鑄精密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建築工程技術諮

詢及服務

170,924      註2 170,924     -        -        170,924     1,143        39.15 448        64,011      -            註3(二)3

註1：投資方式係透過第三地區投資設立公司再投資大陸公司。
     (一)係透過子公司-潤泰建設國際(B.V.I.)有限公司再投資。
     (二)係透過孫公司-Wide Profi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再投資。
註2：投資方式係孫公司直接赴大陸地區從事投資。
註3：本表相關數字應以新臺幣列示。
     (一)若屬籌備中，尚無投資損益者，應予註明。
     (二)投資損益認列基礎分為下列三種，應予註明。
       1.經與中華民國會計師事務所有合作關係之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核閱之財務報告。
       2.經台灣母公司簽證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
       3.依據各被投資公司同期自編未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評價而得。
註4：係本公司及子公司之綜合持股比例。
註5：本表相關數字涉及外幣者，係以財務報告日之匯率換算為新台幣。

公司名稱

本期期末累計自

台灣匯出赴大陸

地區投資金額

(註1)

經濟部投審會

核准投資金額

(註2)

依經濟部投審會

規定赴大陸地區

投資限額(註3)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   1,310,527  $  1,326,962  $ 17,146,672
潤泰資源整合(股)公司        675,972       704,240    17,146,672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170,924       170,924    17,146,672

註1：本期期末累計自台灣匯出赴大陸地區投資原幣金額如下：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美金39,870仟元。
     潤泰資源整合(股)公司：美金20,565仟元。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美金5,200仟元。
註2：經濟部投審會核准投資金額如下：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美金40,370仟元。
     潤泰資源整合(股)公司：美金21,425仟元。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美金5,200仟元。
註3：依據經濟部投審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則」規定之限額，目前規定之限額為公司淨值之60%。
註4：本表相關數字涉及外幣者，係以財務報告日之匯率換算為新台幣。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大陸投資資訊－基本資料

民國104年1月1日至9月30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大陸被投資公司名稱

(除特別註明者外)

期末投資帳面

金額

截至本期止已

匯回投資收益

附表十

備註主要營業項目 實收資本額 投資方式

本期期初自台

灣匯出累積投

資金額

本期期末自台

灣匯出累積投

資金額

本公司直接或

間接投資之持

股比例(註4)

本期認列投資

損益

被投資公司本期

損益

本期匯出或收回

投資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