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緯版權所有不得轉載1

上緯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2017/06



事業單位

上緯投控上緯投控

新材料事業新材料事業 碳纖維複合材料碳纖維複合材料 離岸風電離岸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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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耐蝕材料環保耐蝕材料

風電葉片材料風電葉片材料

上緯新能源上緯新能源
海洋風電

(128MW) 

海洋風電

(128MW) 

海能風電

(300-500MW)

海能風電

(300-500MW)

海鼎風電

(1,900MW)

海鼎風電

(1,900MW)



營收

營收
新台幣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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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事業–環保耐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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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事業–環保耐蝕材料

營收
新台幣百萬

• 產品主要為乙烯基酯樹脂。

• 應用為防腐蝕大型儲槽與管道，火力
電廠之脫硫、除塵、煙囪等設備。

• 客戶非常分散，生意模式為直接銷售
或透過經銷商，取得案件後生產、出
貨。

• 在中國主要競爭對手為Ashland (US), 
DSM (Holland)。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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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 (Holland)。

• 市場為寡占，毛利率穩定，每年銷售
量穩定成長。

• 2016年上緯銷售量3.2萬噸，主要銷
售地區為中國。

• 其中乙烯基酯樹脂，2016年上緯大陸
銷售量1.8萬噸，大陸市場總量7.5萬
噸，上緯銷售量大陸市占率約24%。

• 上緯之國際市場為東南亞、印度、中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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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緯風電葉片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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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事業–風電葉片材料

營收
新台幣百萬

• 產品為環氧樹脂搭配硬化劑。

• 主要客戶為大陸葉片廠，內外資共十
幾家，如中材科技(深交所:002080)
、中複連眾與TPI Composites。

• 生意模式為以直接銷售為主，技術服
務與客戶服務門檻高。

• 在中國主要競爭對手為 Hexion (US), 
Olin Epoxy(US), Huntsman (US)。

• 市場為寡占，毛利率穩定，每年銷售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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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為寡占，毛利率穩定，每年銷售
量依風電需求變化。

• 2016年風電葉片材料上緯銷售量約
2.3萬噸，主要銷售地區為中國。

• 2016年大陸市場約11.5萬噸，全球市
場約25萬噸。上緯銷量約占大陸市場
20%、占全球市場9%。

• 上緯之國際市場為印度、中東、北美
與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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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風電市場

大陸風電新裝機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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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風電棄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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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中國風電新裝機容量23GW，
占全世界54.6GW的35%。

• 依十三五計劃，大陸2016-2020每
年新裝機容量約18-20GW之間。

• 大陸風電棄風率在2016Q1達26%，主因
為電網不足、電力需求減緩、各省各
自為政。

• 大陸推出電網工程投資人民幣2180億
元等政策後，棄風率逐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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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纖維複合材料

全球碳纖維複材需求
千噸

全球碳纖複材需求
應用別,%,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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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偉(江蘇)碳纖複材廠於2016年4月落成
，台塑(台交所: 1301)股權比率18%。

• 產品為預浸布、熱塑板材、與拉擠式碳
板。

• 應用為汽車部品與風電葉片大樑。

• 熱塑板材優點為成形時間短具成本優勢
且環保可回收。

• 風電葉片碳纖大樑需求因風機大型化而
增加。Source: JEC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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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海洋風電、海能風電、海鼎風電

• 上緯新能源目前開發之離岸風場為海洋風電
(Formosa I)、海能風電(Formosa II)、海
鼎風電(Formosa III)。

• 海洋風電(Formosa I)裝置容量128MW，位於
台灣苗栗縣海岸約2-6公里處，麥格理、丹
能、上緯持股分別為50%、35%、15%。

• 海洋風電第一階段8MW已商轉，第二階段

Formosa I, II

Formosa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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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風電第一階段8MW已商轉，第二階段
120MW預計2019年施工，同年商轉。

• 海能風電(Formosa II)預計裝置容量300-
500MW，位置在海洋風電西與南方，進行環
評前期工作與地質探勘中。預計2017年通過
環評，取得開發權。

• 海鼎風電(Formosa III)預計裝置容量
1,900MW，位置在彰化外海，進行環評前期
工作與地質探勘中，麥格理為策略夥伴。預
計2017年通過環評，取得開發權。



離岸風電–上緯新能源

台灣政府規劃之離岸風電市場
MW

• 上緯新能源為離岸風場開發與運維公
司，資本額2億，上緯持股100%。

•

風場開發商

上緯新能源

離岸風場

海洋風電
風場開發

開發管理費、
開發成功費、
運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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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模式為風場開發階段之管理費與
成功費，商業運轉之後之運維費。

• 離岸風電場開發一般約需6-7年，可分
為許可、籌資、興建、營運等階段。

• 開發成功費一般為階段工作完成後，
依里程碑向電業公司收取，一般依風
場投資報酬率之高低來計算。影響風
場投資報酬率之關鍵因素為風資源、
躉購費率與資本支出。



技術、採購、工安、
專案規劃與控管

融資、採購、專案
規劃與控管

發起人

上緯企業
Macquarie 
Capital

Dong Energy

15% 50% 35%

100%

上緯集團
控股公司

上緯控股

離岸風電商業模式

上緯版權所有不得轉載12

風場開發商

上緯新能源 海洋國際投資

許
可

籌
資

興
建

營
運

開發服務

海洋風力發電 (Formosa I)

100%



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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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S依當期股本計算。股東權益報酬率為以母公司股東股權計算的年化數據。出貨量為特用化學所有產品，含其他類。



資產負債表及重要財務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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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帳款與呆帳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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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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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017年 資本支出

• 2015-2017資本支出合計約新台幣48億元。

特用化學 離岸風電碳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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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用化學投資為江蘇新廠與馬來西亞廠。江蘇新廠為因應大陸環保規定與擴充產能，已
於2017年5月完工。馬來西亞廠為服務東南亞等市場，預定2017H2動工，2018H1完工。

• 碳纖維廠2016年4月已完工，將逐步擴充產能。

• 離岸風電投資為海洋發電第一階段8MW升壓站、海纜、2支風機基樁與風機、與其他基礎
建設。未來海能風電與海鼎風電，上緯不計劃做資本投資，將扮演純開發商角色。

成長來源穩定獲利 成長來源



上緯的特色

環保耐蝕樹脂符合環保趨勢、高進入障礙、寡占市
場。上緯市占率中國第一。

風電葉片樹脂符合綠能趨勢、高進入障礙、寡占市
場。上緯市占率中國前三，金風為策略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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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纖維複材符合輕量化趨勢，市場快速成長。上緯結
合化工專長與風電葉片基礎，台塑為策略夥伴。

離岸風電符合綠能趨勢、高進入障礙、台灣市場快速成
長。上緯為台灣先驅，麥格理與丹能為策略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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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請指教



免責聲明

 本簡報及同時發佈之相關訊息內容，取自於公司內部與外部資料，其中
包含業務發展、營運成果與財務狀況等內容。

 本公司並未發佈財務預測，但本簡報所作有關本公司業務上、財務上、
Q&A之說明，若涉及本公司對未來公司經營與產業發展上之見解，可能與
未來實際結果存有差異。此差異其造成之原因可能包括市場需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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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實際結果存有差異。此差異其造成之原因可能包括市場需求變化、
價格波動、競爭行為、國際經濟及政策狀況、上下游供應鏈等其他各種
本公司所不能掌握之風險因素。

 本簡報中對未來的展望，反應本公司迄今對未來的看法。對於這些看法
未來若有任何改變或調整時，本公司並不負責隨時提醒或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