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簡介
一、設立日期：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元月十四日
二、公司沿革：
本公司於民國 65 年元月 14 日，由華信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與潤泰紡織染整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併
為華信潤泰股份有限公司，於同年 6 月 30 日更名為潤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嗣因業務需要於 79 年 5
月更名為「潤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並 91 年 6 月配合公司多角化經營策略，更名為「潤泰全球股份
有限公司」，目前登記實收資本總額為新台幣$5,648,605,940 元，所營事業以產銷棉胚布、先染布、後
染布、經營量販及零售事業、以及投資興建一般公寓住宅等為主，歷年來業務拓展經過如下：
民國 65 年：年底增加潤泰第四廠於桃園縣楊梅鎮及潤泰五廠於彰化縣秀水鄉。
民國 68 年：2 月增加潤泰第六廠於桃園縣平鎮鄉平鎮工業區。
民國 77 年：8 月增設潤泰第七廠，座落於新竹縣新豐鄉。
民國 78 年：4 月將座落於彰化秀水之第五廠停止生產；5 月，座落於楊梅之紡紗四廠亦停止生產，並
將部份設備遷至三廠。
民國 79 年：4 月股東常會通過更改公司名稱為「潤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
民國 80 年：4 月股東常會通過：(1)增加經營超市、流通市場配銷管道有關之倉儲貨運業務、及有關建
築機械、商業(辦公)大樓自動化設備之進出口業務等營業項目。(2)轉投資總額不受實收資
本額 40%之限制，轉投資之經營決策授權董事會決定之。
民國 82 年：11 月取得世界名牌 Nautica 之台灣銷售代理權，本公司並於 83 年下半年正式展開此項業
務。
民國 83 年：4 月 22 日股東常會通過現金增資新台幣$10 億元以支應楊梅二廠建廠及汰換機器設備等計
畫，並於 11 月 15 日獲證期會核准。
民國 84 年：(1) 5 月 31 日股東常會通過資本公積轉增資新台幣$165,727,410 元，增資後實收資本總額
為新台幣$4,308,912,470 元。
(2)運用現金增資款陸續新建完成楊梅二廠之布廠及漿紗廠，並陸續投入生產行列。
民國 85 年：(1) 6 月 5 日股東常會通過：資本公積轉增資新台幣$258,534,750 元，增資後實收資本總額
為新台幣$4,567,447,220 元。增加量販事業營業項目，多角化開發營收來源。
(2)83 年度現金增資 1 億股，溢價發行每股$20 元，實募新台幣$20 億元以支應建廠、增購
機器設備案，於 85 年第三季依原訂計畫執行完成；新建之廠房-楊梅二廠主要生產工段
為染紗、漿紗、及織布；自該廠開工投入生產後，產能及成本效益均有明顯提昇，並已
成為本公司主要之生產工廠之一。
民國 86 年：(1)4 月 8 日股東常會通過現金增資 77,343,750 股，每股溢價發行$27 元，實募新台幣
$2,088,281,250 元，以支應量販事業之經營等。
(2)12 月引進日本 TOYOTA 空氣織布機 30 台加入生產行列；同月份通過 ISO9001 認證。
民國 87 年：(1) 5 月 8 日股東常會通過資本公積轉增資新台幣$625,437,420 元，及盈餘轉增資新台幣
$625,437,420 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7,505,249,000 元。
(2)12 月 9 日潤泰紡織量販第二店～中和店正式營運。
(3)本年度引進日本 TOYOTA 空氣織布機 172 台(楊梅二廠 60 台、楊梅三廠 112 台)，及更
新染整設備並引進染廠進料自動化系統。
民國 88 年：6 月 10 日股東常會通過資本公積轉增資新台幣$375,262,450 元，增資後實收資本總額為新

台幣$7,880,511,450 元。
民國 89 年：12 月與法國第二大量販業者歐尚公司(Auchan SA)簽訂出售部分大潤發流通事業(股)公司，
以合作開拓本公司量販經營之海外市場。
民國 90 年：2 月 2 日股東臨時會通過撤銷與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併案。
民國 91 年：6 月 20 日股東常會通過：(1)變更公司名稱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2)本公司對大陸
投資業務及額度於依主管機關相關法令及規範內，授權董事會依相關法規處理。
民國 92 年：(1)1 月為收集中管理之效，將潤泰六廠全廠遷入擴充之楊梅三廠。
(2)12 月出售平鎮量販店固定資產及營業讓與予大潤發流通事業(股)公司。
民國 93 年：3 月經第三地區轉投資大陸設立山東潤耀負責品牌服飾在大陸地區之銷售業務。。
民國 94 年：3 月本公司取得美國名牌 Jeep 之台灣銷售代理權，並於台北 SOGO、高島屋、廣三 SOGO
設立銷售據點，加入本公司代理品牌之行列。
民國 95 年：4 月取得美國服飾 Kenneth Cole 在台灣銷售代理權，9 月正式營運。
民國 96 年：(1)取得法國服飾品牌 Eden Park 在台灣銷售代理權，4 月正式營運。
(2)7 月為收集中管理之效，將潤泰觀音廠全廠遷入楊梅二廠。
民國 97 年：(1)2 月與本公司持股 100%子公司錦安投資(股)公司合併。
(2)11 月為收集中管理之效，將潤泰中壢廠全廠遷入楊梅二廠。
民國 99 年：(1)9 月成立「網路行銷事業處」負責網路行銷之業務。
(2) 12 月奉准募集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金額新台幣 40 億元整，發行期間 5 年。
民國 100 年：(1)1 月成立「亞洲品牌事業處」代理日系品牌零售業務。
(2)10 月奉准辦理現金增資 1 億 3 千萬股，溢價發行每股$45 元。
民國 101 年：本公司新增日系品牌 HONEY BUNCH、TRALALA & LIZ LISA doll，LIP SERVICE 加
入本公司代理品牌之行列。
民國 102 年：(1)轉投資大陸設立上海潤興服飾開發有限公司，負責法國服飾品牌 Eden Park 在大陸地區
之銷售業務。
(2)10 月奉准辦理現金增資 1 億股，溢價發行每股$70 元。
民國 103 年：本公司取得日系品牌 LIZ LISA 在台灣銷售代理權。
民國 104 年：本公司取得日系品牌 KILARA 在台灣銷售代理權。
民國 105 年：本公司取得日系品牌 titty & co.在台灣銷售代理權。
民國 106 年：11 月本公司之重要子公司 Concord Greater China Limited 簽約處分高鑫及吉鑫股權。
民國 107 年：5 月引進知名的英國百年茶品牌 Whittard of Chelsea 在台灣銷售代理權，並於 108 年 1 月起陸續
於南山廣場、台中三井、桃園華泰設立銷售據點。
6 月股東會通過減資 40%約 37.66 億元。
民國 108 年：4 月 26 日本公司楊梅廠歇業。

二、業務內容
(一)業務範圍
1.公司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1) 天然棉、化學纖維、合成纖維、麻、毛等紡紗及混紡紗、織布、製衣、針織、
編織品之製造、加工、染整、印花、營銷及進出口貿易與原棉、化纖、染料、
化學原料之進口業務。
(2) 委託營造商興建國民住宅、商業大樓、出租、出售及特定專業區開發、新市鎮、
新社區開發、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業務業務。
(3) 有關建材之製造、代理經銷、買賣及建築機械之進出口業務。
(4) 房屋買賣資訊顧問業務。
(5) 從事商品之加工、處理、倉儲、分類、包裝、倉儲批發業務。
(6) 農畜水產品、雜貨、布疋、衣著、服飾品、建材、家具及裝飾品之批發及零售
業務。
(7) 禮品百貨型錄郵購業務。
(8) 經營及管理百貨商店、日常用品及一般百貨零售商店及市場並進口供自行零售
之貨物。
(9) 各種電器用品之銷售與修理。
(10) 服飾品、其他織品、紡織製品製造業務，皮衣、皮褲及其他皮革製品製造、批
發及零售業務。
(11)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電子零組件、家用電器、照明設備、機械設備、事務
機器、精密儀器、度量衡器、電信器材及其他機械製造、批發及零售業務。
(12) 汽、機車、自行車及其零件、手工具、模具、帽、鞋、箱、包、袋製造、批發
及零售業務。
(13) 體育用品製造、運動器材批發及零售業務。
(14) 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業及消防安全設備批發及零售業務。
(15) 家庭日常用品、清潔用品及環境衛生用藥批發、零售業務。
(16) 鐘錶、眼鏡、包裝材料及資訊軟體批發、零售業務。
(17) 紙容器、拉鍊、鋁銅製品、彈簧製造及製鎖業務。
(18) 資料儲存、處理設備及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務。
(19) 繩、纜、網製造業務。
(20) 冷凍、烘培食品製造、批發業務。
(21)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批發及零售業務。
(22) 漁具批發業務。
(23) 紙尿褲、紙尿布批發、零售業務。
(24) 飼料、肥料、五金、漆料、塗料、染料、顏料、水器材料、陶瓷玻璃器皿批發、
零售業務。
(25) 圖書、文具、玩具槍、玩具、娛樂用品批發、零售業務。
(26) 交通標誌器材、木炭、石油製品批發、零售業務。
(27) 首飾、貴金屬、礦石批發、零售業務。
(28) 照相器材、電子材料、視聽器材批發、零售業務。
(29) 百貨公司、超級市場、一般百貨、便利商店、餐廳、小吃店、飲料店、飲酒店
業務。
(30) 停車場經營、汽車貨運、汽車貨櫃貨運、攤位出租、租賃、房屋仲介、住宅、
大樓及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務。
(31) 企業經營管理顧問、投資顧問業務。

(32)
(33)
(34)
(35)
(36)
(37)

理貨包裝、洗染及攝影業務。
休閒活動場館、錄影節目帶製作發行業務。
汽車修理、汽車服務輔助業務。
人力派遣、仲介、裁縫、美容美髮服務業務。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各類業務。
資訊軟體資料處理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務。

2.公司目前之產品、服務：
(1)先染布系列－格子布、牛津布、彈性布、免燙布。
(2)印染布系列－印花布、伸縮布、印格布(法蘭絨布)。
(3)疋染布系列－伸縮布、平織及斜織布、燈芯絨布。
(4)傢飾布及辦公用布系列 – 床單布、屏風布、辦公椅墊布。
(5)成衣/團體制服貿易。
(6)品牌服飾
實體店面：目前代理品牌--

網路銷售：fashion Cookie 網站(https://www.fashioncookie.com.tw/)、Corpo 訂製襯
衫、家飾寢具

(6)商品量販服務。

3.計劃開發之新產品
(1)先染布系列
由於市場對品質與產品層次需求提高，漸走向多變化、環保性及新複合材質之產
品，本公司開發方向為著重產製高密度、細支數、織法變化、特殊材質選用及後
整理配合功能性加工美化等，以發展多樣少量、高品質、高價位之產品為主。
(2)印染布系列
改以混紡胚布替代部分全棉胚布、起毛、印花為新開發方向。
(3)疋染布系列
配合後處理加工以產製多樣少量、複合型原料成份及功能性加工產品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