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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百貨集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2016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 2016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整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231 號（文化大學推廣建國本部表演廳） 

出席股數：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194,061,000 股（已扣除庫藏股 5,438,000

股）  

出席股東所持股數： 134,094,043 股  

出席股數占已發行股數： 69.09% 

出席董事：長原彰弘、黃清海、李成濟、余瑞春  

 

主席：長原彰弘                             紀錄：洪偉凱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討論事項：  

第一案：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董事會提案  

說   明：  

一、  配合近期法令修訂及因應公司實務運作，擬修訂本公司「公

司章程」部份條文。  

二、  修訂條文中英文對照表，請詳見附件一。  

三、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經投票表決，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133,594,043 權，其中贊

成權數 130,544,909 權，占表決總權數 97.71%，反對權數

10,000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 /未投票權數 3,039,134 權，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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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董事會提案  

說   明：  

一、  為 健 全 本 公司 「 從事 衍 生 性 商品 交 易處 理 程 序 」， 更 明確

定 義 授 權 交易 人 員、 確 認 人 員名 單 之權 責 單 位 與負 責 交割

之人員，擬修訂本處理程序第十八條。  

二、  修訂條文對照表，請詳見附件二。  

三、  謹提請   討論。  

股東戶號 0012497：公司要專注本業，為何還要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表中這些衍生性商品還是公司的嗎？  

股東戶號 0013522：當初是用美金 4000 萬買的，最後出售價格約美金

2,100 萬，這買賣價格是透過怎樣的機制？  

股東戶號 0008427：衍生性商品只剩下當初投資的一半，會計帳上列

到哪個科目？第二季之後報表的影響金額？  

以上分別經主席、總經理、簽證會計師予以說明及答覆。  

決   議：經投票表決，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133,594,043 權，其中贊

成權數 130,294,909 權，占表決總權數 97.53%，反對權數

929,000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 /未投票權數 2,370,134 權，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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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告事項 : 

第一案： 2015 年度營業報告書。（詳見附件三）  

股東戶號 0012497：公司處份掉衍生性商品之後，是否不會再發生？

政權輪替之後，兩岸關係緊張，公司是否有掌控？

是否有因應對策？  

以上經總經理予以說明及答覆。  

 

第二案：審計委員會查核 2015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見附件四）  

 

第三案：2015 年度員工與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四案：訂定「第四次、第五次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報告。

（請參閱議事手冊）  

股東戶號 0011086：公司店長都已經本土化，大陸籍員工是否可以認

股？或這些股票要轉讓給哪些員工認購？  

股東戶號 0013522：他們認股是屬於自願性還是強迫性？  

股東戶號 0012497：一般公司是打消股本，公司是否考慮打消股本回

饋股東，提撥一部分給員工認購就好。  

以上經總經理予以說明及答覆。  

 

第五案：公司買回庫藏股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股東戶號 0013522：請問公司購買庫藏股是由誰來執行？是自己執行

還是委外？  

以上經總經理予以說明及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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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2015 年度本公司及下轄子公司 HERITAGE RICHES LIMITED 從

事衍生性商品及其他金融商品投資狀況報告。（請參閱議事

手冊）  

 

第七案：背書保證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之必要性與合理性報告。

（請參閱議事手冊）  

股東戶號 0013522：公司背書保證有一家公司達 40 億，占了很高的比

例，這是怎樣的情況？請問它的必要性。  

股東戶號 0008427：請問剛剛說的 40 億背書保證，現在已經賣給益航，

這背書保證應該要取消， 公 司 這方面有 無 後續處

理，預計要多久的時間？  

以上經總經理予以說明及答覆。  

 

四、  承認事項：  

第一案： 2015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案。  

董事會提案  

說   明：  

一、  本公司 2015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

安侯建 業聯合會 計師事務 所張淑瑩、馬國柱會計師查核竣

事 ，併同營業報告書送交審計委員 會查核， 出具書面查核

報告書在案。  

二、  營業報告書，請 詳見 附件 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 合併資產

負債表 、合併綜合損益表 、合併權益變動表 與合併現金流

量表，請詳見附件四。  

三、  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投票表決，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133,674,043 權，其中贊

成權數 130,400,909 權，占表決總權數 97.55%，反對權數

847,000 權 ， 無 效 權 數 22,000 權 ， 棄 權 / 未 投 票 權 數

2,404,134 權，本案照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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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2015 年度盈餘分配案。  

董事會提案  

說   明：  

一、  本公司 2015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321,505,774 元，擬依

公司章程發放股利。  

二、  本公司 2015 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盈餘分配表 

2015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2014 年期末未分配盈餘 2,455,672,038 

2015 年度稅後淨利 321,505,774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32,150,577) 

減：2015 年註銷庫藏股 (40,554,663) 

2015 年可供分配盈餘 2,704,472,572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0.5元） 
97,030,5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2,607,442,072 

註一：2015 年度盈餘分配股東現金股利，俟股東常會承認後，授權董事會另

訂除息基準日及相關發放事宜，依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配發至元

為止，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其他收入項下。 

註二：本次現金股利依本公司 2016 年 4 月 24 日流通在外股數 194,061,000

股計算，嗣後如因本公司買回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或可轉換公司

債轉換為普通股及增資等，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股東配息比率

因此發生變動，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董事長：長原彰弘 經理人：黃清海 會計主管：俞韶敏 

 

三、  謹提請   承認。  

股東戶號 0012497：過去幾年公司配息率大約 60%，去年大約 30%，建

議去年維持原來制度。  

股東戶號 0013522：建議股利發放 1 元，也建議公司網路和實體通路

雙路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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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別經主席、總經理予以說明及答覆。  

決   議：經投票表決，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133,674,043 權，其中贊

成權數 130,400,909 權，占表決總權數 97.55%，反對權數

903,000 權 ， 無 效 權 數 22,000 權 ， 棄 權 / 未 投 票 權 數

2,348,134 權，本案照案承認。  

 

五、  選舉事項  

第一案：補選董事案。  

董事會提案  

說   明：  

一、  本 公 司 原任董 事佘偉彥先生 ， 因 個 人 因素業 已 請辭董 事職

務，擬補選一席董事。  

二、  本次補選之新任董事，於選任後即行就任，任期至本屆任期

屆滿日（ 2017 年 6 月 26 日）止。  

三、  謹提請   選舉。  

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身分別  
股東戶號或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得票權數  

董事  5446 
MERIT DAY LIMITED 

代表人：賴健文  
126,9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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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討論事項  

第一案：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董事會提案  

說   明：  

一、  本次股 東 會補選之 董 事 及 其代表 人如有 投 資或經營其他與

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之行為，在無

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爰依中華民國公司法第 209 條及

本公司章程規定，擬提請股東解除本次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

競業禁止之限制。  

二、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經投票表決，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133,674,043 權，其中贊

成權數 127,112,000 權，占表決總權數 95.09%，反對權數

3,907,909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 /未投票權數 2,654,134

權，本案照案通過。  

 

七、  臨時動議：（股東提問及發言內容暨公司之答覆：均未成案。）  

 

八、  散會： 2016 年 6 月 22 日上午 10 時 34 分。  

（本次股東常會議事錄謹載明會議進行要旨，會議進行內容仍以會議

影音紀錄為準）  



附 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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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G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 

條號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一條 

名詞定義 

法定盈餘公積：指按適用法令所提

出的法定盈餘公積。 

 

保留盈餘：指包括但不限於法定盈

餘公積，特別盈餘公積及未分配收

益所產生的股東權益等金額。 

 

特別盈餘公積：指按適用法令或股

東會之決議由盈餘所分配之公積。 

 新增定義。配

合第 111 條

第(a)項修

訂。 

第 47條第

(4)款 

於公司法任何其他適用規定之前提

下，下列議案須經股東特別決議之

同意：… 

(4)以發行新股方式，分派股利或全

部或部分之其他分配，為避免爭

議，關於依據第 111 條提撥員工酬

勞及董事酬勞所發行之新股不需要

取得股東特別決議之同意； 

於公司法任何其他適用規定之前

提下，下列議案須經股東特別決

議之同意：… 

(4)以發行新股方式，分派股利或

全部或部分之其他分配； 

配合〈中華民

國公司法〉第

235-1 條修訂 

第 86 條 

董事會應於本公司或本公司之訴訟

或非訟代理人接獲公開收購本公司

股份通知書副本與相關書件後十日

內，對建議股東接受或反對收購作

成決議，並以適用法令許可方式公

告下列事項： 

(1) 董事及任何持有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己

及直接或間接以他人名義，目前

持有之股份種類和數量； 

(2) 對股東就本次收購之建議，其應

載明持反對意見之各董事姓名

及其所持理由； 

(3) 本公司財務狀況於最近期財務

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及變

化內容；和 

(4) 董事或任何持股超過本公司已

發行股份百分之十之股東，直接

或間接以他人名義，持有公開收

購人或其關係企業之股份種

類、數量及其金額。 

董事會應於本公司或本公司之訴

訟或非訟代理人接獲公開收購本

公司股份通知書副本與相關書件

後七日內，對建議股東接受或反

對收購作成決議，並以適用法令

許可方式公告下列事項： 

(1) 董事及任何持有本公司已發

行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自己及直接或間接以他人名

義，目前持有之股份種類和數

量； 

(2) 對股東就本次收購之建議，其

應載明持反對意見之各董事

姓名及其所持理由； 

(3) 本公司財務狀況於最近期財

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

及變化內容；和 

(4) 董事或任何持股超過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百分之十之股

東，直接或間接以他人名義，

持有公開收購人或其關係企

配合〈公開收

購公開發行

公司有價證

券管理辦法〉

第 14 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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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業之股份種類、數量及其金

額。 

第 111 條 

(a) 除適用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
司年度如有稅前獲利，本公司
應在稅前獲利中提撥：(1)不低
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包含
本公司員工及/或關係企業員
工)(下稱「員工酬勞」)；及(2) 
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事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
先保留彌補數額。 

(b)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
為之；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
之。 

(c) 依據英屬開曼法律規定及適用
法令規定，前二項應由董事會
以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並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在股
東會中向股東報告。 

(d) 除適用法令及本公司章程第
47 條另有規定外，本公司年度
總決算如有盈餘時（於依第(a)
項就稅前獲利提撥後），董事會
應以下述方式及順序擬訂盈餘
分派案並提交股東會以普通決
議通過： 

i. 依法提撥應繳納之稅款； 

ii. 彌補以前年度之累積虧損
(如有)； 

iii. 依據適用法令規定提撥百分
之十(10%)為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巳達
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時，
不在此限；  

iv. 適用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要
求提撥特別盈餘公積；及 

v. 按當年度盈餘扣除前述第
(i)項至第(iv)項後之數
額，加計前期累計未分配
盈餘為可供分配盈餘，可
供分配盈餘得經董事會提
議股利分派案，送請股東
常會依據適用法令以普通
決議後通過分派之。 

(e) 本公司股利政策應參酌目前及
未來行業景氣之狀況，考量資

在符合第 47 條及章程之前提下，
本公司得經普通決議宣布發放股
利。本公司每年結算如有盈餘，
於依法完納稅捐，彌補以往年度
虧損，提列不低於百分之十作為
盈餘公積，再就其餘額加上以往
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作為當年
度可供分配之盈餘，而由董事會
參酌目前及未來行業景氣之狀
況，考量資金之需求及財務結
構，就當年度可供分配之盈餘之
一部或全部，擬定當年度盈餘分
派案，提請股東會通過後分配
之；當年度盈餘分派案包含員工
紅利、董事酬勞與股東股利，其
計算方式如下： 

(1) 員工紅利：不少於當年度盈
餘分派案金額百分之一為
員工紅利，員工部份得包含
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2) 董事酬勞：不高於當年度盈
餘分派案金額百分之三為
董事酬勞 

(3) 股東股利：以不低於當年度
稅後盈餘之百分之十為發
放原則，得以股票股利與現
金股利之方式分派之。為達
平衡穩定之股利政策，本公
司股東股利分派時，其中現
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數
之百分之十，但現金股利若
每股低於 0.1元或現金流量
表所載的營業活動淨現金
流入，超過投資活動的淨現
金流出金額，未達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十時，得經董事會
決議，改以分派股票股利，
並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後分
配之。 

配合〈中華民

國公司法〉第

235-1 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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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金之需求及財務結構，就可分
配之盈餘，除酌與保留外，得
以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之方式
分派之，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
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第 116 條

第(c)項 

除依本條前述第(a)項與第(b)項所
定情形外，本公司得不經股東會同
意，將撥付至本公司任何股份溢價
帳戶和資本贖回準備金帳戶中貸項
之任何款項，或撥付為損益表中貸
項或以其他方式可供分配之任何款
項撥充資本，並自行將該等款項應
用於全額繳足未發行股份，俾便發
行股票作為員工酬勞（如本章程第
111 條第(a)項所示）。 

 本條新增。配

合第 111 條

第(a)項員工

酬勞得以股

票發放之規

定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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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Chart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Articles 

No.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Proposed Revision)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riginal) 

Explanations 

1 

Definitions 

"Legal Reserves" means the 

designated reserve allocated from 

profits of the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aw. 

 

“Retained Earnings” means 

profits of the Compan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ums allocated 

to the Legal Reserves, Special 

Reserves, and unappropriated 

earnings. 

 

"Special Reserves" means the 

reserve allocated from profits of 

the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aw, or resolutions of 

shareholders meetings. 

 

Revised for 

the 

amendment to 

Article 111 

(a) 

47(4) 

Subject to any additional and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Statute, the following matters 

require approval of the Members by 

way of a Special Resolution:… 

(4) upon recommendation of the 

Board, any proposal to distribute 

dividends or other distributions 

in whole or in part by way of 

issuance of new shares of the 

Company,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s, the distribution of bonus 

shar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mployees' Remunerations and 

Directors’ Remunerations 

pursuant to Article 111 shall not 

require the approval of a Special 

Resolution; 

Subject to any additional and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Statute, the following matters 

require approval of the Members by 

way of a Special Resolution:… 

(4) upon recommendation of the 

Board, any proposal to distribute 

dividends or other distributions 

in whole or in part by way of 

issuance of new shares of the 

Company; 

Revised per 

Article 

235-1 of ROC 

Company Act 

86 

The Board shall, within ten (10) 

calendar days after receipt of a 

copy of the notice by the Company 

or the Company’s Litigious or 

Non-Litigious Agent of a public 

tender offer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purchase shares of 

the Company, resolve to recommend 

the Members to either accept or 

object the tender offer purchase, 

and shall disclose the following 

by way of public announcement in 

any manner permitted under 

Applicable Law: 

(1) the type and number of shares 

The Board shall, within seven (7) 

calendar days after receipt of a 

copy of the notice by the Company 

or the Company’s Litigious or 

Non-Litigious Agent of a public 

tender offer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purchase shares of 

the Company, resolve to recommend 

the Members to either accept or 

object the tender offer purchase, 

and shall disclose the following 

by way of public announcement in 

any manner permitted under 

Applicable Law: 

(1) the type and number of shares 

Revised per 

Article 14 of 

" 
Regulations 

Governing 

Public 

Tender 

Offers for 

Securities 

of Public 

Companies" 



附 件 一 

 12

Articles 

No.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Proposed Revision)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riginal) 

Explanations 

currently held by the Directors, 

any Member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behalf of another, 

with more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Company’s outstanding 

shares; 

(2) the recommendation made to 

the Members on such tender offer 

purchase, where in the names and 

reasons of every objecting 

Director(s) shall be indicated; 

(3) whether there were major 

changes to the Company’s 

financial conditions after the 

delivery of its most recent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the 

contents of such changes; and 

(4) the type, number and amount 

of shares of the offeror or its 

affiliates hel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behalf of another, 

by the Directors or any Member 

holding over ten percent (10%) of 

the Company’s outstanding 

shares. 

currently held by the Directors, 

any Member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behalf of another, 

with more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Company’s outstanding 

shares; 

(2) the recommendation made to 

the Members on such tender offer 

purchase, where in the names and 

reasons of every objecting 

Director(s) shall be indicated; 

(3) whether there were major 

changes to the Company’s 

financial conditions after the 

delivery of its most recent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the 

contents of such changes; and 

(4) the type, number and amount 

of shares of the offeror or its 

affiliates hel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behalf of another, 

by the Directors or any Member 

holding over ten percent (10%) of 

the Company’s outstanding 

shares. 

111 

(a)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Applicable Law, where the 

Company makes profits before 

tax for the annual financial 

year, the Company shall 

allocate (1) no less than one 

percent (1%) of such annual 

profits before tax for the 

purpose of employees' 

remunerations (including 

employees of the Company 

and/or any Affiliated Company) 

(the "Employees' 

Remunerations"); and (2) no 

more than three percent (3%) of 

such annual profits before tax 

for the purpose of Directors’ 

remunerations (the 

“Directors’ 

Remunerations”).  

Notwithstanding the foregoing 

paragraph, if the Company has 

accumulated losses of the 

previous years for the annual 

financial year, the Company 

shall set aside the amount of 

such accumulated losses prior 

to the allocation of 

Employees' Remunerations and 

Directors’ Remunerations. 

Subject to Article 46 and this 

Article, the Company may by 

Ordinary Resolution declare 

dividends.  The Board shall set 

aside out of the profits of the 

Company for each financial year: 

(i) a settlement for payment of 

tax for the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and (ii) an amount to offset 

losses incurred in previous 

year(s); and after the aforesaid 

sums as set aside from the profits 

for such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the Board shall, before 

recommending any dividend, set 

aside no less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remaining profits of 

the Company for the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as a reserve or 

reserve(s).  Subject to the 

aforesaid, the Board may, after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economic overview, the Company’

s then working capital 

requirement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distribute any 

remaining profits for the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and 

previous financial years,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manner 

Revised per 

Article 

235-1 of ROC 

Company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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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No.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Proposed Revision)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riginal) 

Explanations 

(b) The Employees' Remunerations 
may be distributed in the form 

of cash and/or bonus shares; 

the Directors’ Remunerations 

may be distributed in the form 

of cash only. 

(c) Subject to Cayman Islands law 
and the Applicable Law, the 

Employees' Remunerations and 

the Directors’ Remunerations 

may be distributed upon 

resolution by a majority votes 

at a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ttended by 

two-thirds (2/3) or more of the 

Directors, and shall be 

reported to the Shareholders 

at the general meeting after 

such Board resolutions are 

passed. 

(d)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Applicable Law and subject 

to Article 47, the net profits 

(after allocations of profits 

before tax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11(a))of the Company 

for each annual financial year 

shall be allocated in the 

following order and propos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o 

the Shareholders in the 

general meeting for approval 

by way of on ordinary 

resolution: 

i. to make provision of the 

applicable amount of 

income tax pursuant to 

applicable tax laws and 

regulations; 

ii. to set off accumulated losses 

of previous years (if 

any); 

iii. to set aside ten percent 

(10%) as legal reserve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Law unless the accumulated 

amount of such legal 

reserve equals to the 

total paid-up capital of 

the Company; 

iv. to set aside an amount as 

Special Reserve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Law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upon approval by the Members: 

(1) No less than one percent (1%) 

as bonus to employees, including 

employees of a Subsidiary of the 

Company;  

(2) Up to three percent (3%) as 

remuneration for the Directors; 

and 

(3) No less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remaining profits for 

the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shall 

be declared and cash dividends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cash 

dividends and stock dividends; 

provided, however, that: (i) if 

the cash dividend for each share 

is less than NTD0.1; or (ii) if, 

as indicated on the Company's cash 

flow chart, the amount of the 

operation activities' net cash 

flow does not exceed the amount of 

the investment activities' 

negative net cash flow by more 

than 10% of the Company's issued 

share capital, then the Company 

may distribute stock dividends 

upon approval by the Board and the 

Special Resolution by the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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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No.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Proposed Revision)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riginal) 

Explanations 

Commission; and 

v. with respect to the earnings 

available for 

distribution (i.e. the net 

profit after the deduction 

of the items (a) to (d) 

above plus any previously 

undistributed cumulative 

Retained Earning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may 

present a proposal to 

distribute to the 

Shareholders by way of 

dividends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for 

approval by an ordinary 

resolution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Law. 

(e) The Company's dividends policy 
is that the Company shall refer 

to current and future 

industrial prosperity and 

consider fund demand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of the 

Company; in addition to 

discretionary retained 

earnings, the Company may 

allocate dividends to the 

Shareholders in the form of 

cash dividends and/or bonus 

shares; provided that Cash 

dividends shall comprise a 

minimum of ten percent (10%) of 

the allocated dividends. 

116(c)  

(c) Notwithstanding Articles 

116(a) and 116(b) above, the Board 

may,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Members, capitalise any sum for 

the time being standing to the 

credit of any of the Company’s 

share premium or other reserve 

accounts or to the credit of the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or 

otherwise available for 

distribution by applying such sum 

in paying up unissued shares of the 

Company to be allotted as fully 

paid bonus share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Employees’ Remunerations 

(as defined in Article 111(a)). 

 

Revised for 

the 

amendment to 

Article 11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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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G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十八條 內部控制制度 

1. 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

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

得互相兼任。交易人員以及

確認人員為董事會授權人，

交割人員為財務部主管。 

2. (略) 

3. (略) 

4. (略) 

5. (略) 

6. (略) 

7. (略) 

8. (略) 

內部控制制度 

1. 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

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

得互相兼任，交易人員應經

董事會授權。 

2. (略) 

3. (略) 

4. (略) 

5. (略) 

6. (略) 

7. (略) 

8. (略) 

配合實務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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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報告書 

2015 年世界經濟疲弱態勢依舊，復甦之路崎嶇不平，全球經濟整體長格局分化態勢延續，

發達經濟體增長緩慢上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整體增速繼續下滑。國際貿易與航運及

大宗商品價格依舊低迷，2015 年 12 月份波羅的海乾散貨運指數（BDI）創下歷史最低水平，

全球貿易亦創下 2008 年以來最大降幅，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變動引起全球資本流動加劇。美

國經濟復甦乏力、中國經濟繼續下行、大宗商品持續疲軟，此為目前世界經濟面臨的三大風

險，預計 2016 年，全球經濟將繼續緩慢成長，世界經濟仍然處在深度調整期。 

大洋百貨為主要設立於中國二、三線城市的百貨公司，為純中國內需導向之企業，中國

經濟發展狀況與願景對公司有著顯著的影響力。 

2015 年中國 GDP增長 6.9％，是 2008 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的最低增速，中外經濟學家普

遍承認，中國經濟在持續高速增長 30多年後已經出現拐點，只是經濟調整的幅度有多深，目

前仍未可知。2016 年為”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第一年，”十三五”時期是建設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背景

下，中國既面對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

從長期來看，中國城鎮化建設的將持續較快速的推進，經濟回升需扶植創新和消費，傳統拉

動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已不可持續，中國正通過大力推動市場化改革，構築一個大

幅度增加創新驅動和消費拉動力的增長新模式，對於經營消費通路的大洋百貨而言，2016 年

依然充滿挑戰與機會。 

1、 2015 年度營業結果： 

本集團2015年度全年合併營業收為新台幣7,235,133千元，較2014年度7,604,096

千元降低 4.85%；2015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320,913千元，較 2014 年度的 1,074,583

千元降低 70.14%；2015 年度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1.63。 

2、 2015 年度發展狀況： 

2015 年中國百貨零售行業普遍表現不佳，整體營運環境受中國商業房地產市場大

量供給造成商圈惡行競爭及電子商務低價搶市；人流金流接受外部威脅，經營環境日

漸艱困，惟公司已於三年前陸續汰除不良店，並持續調整內部體質，致力於本業獲利

之改善。 

（1） 公司福州、武漢、蘇州、合肥各地共 8 間百貨公司營業受地鐵工程圍檔影響，商

圈人流受阻，業績衰退。總公司持續提供集團資源，確保各店能保持競爭力，維

持品牌形象及專櫃品質。 

（2） 引進韓系流行化妝品牌，以低單價、高流量、快時尚吸引年輕消費族群。 

（3） 增加 VIP 會員黏著度，提高優質客戶回購率；積極蒐集並分析客戶消費習性，提

供合適的品牌配置及促銷方案，鞏固核心顧客群，落實客戶服務。 

（4） 受電商子商務影響，百貨商場重新定位為綜合休閒消費空間。部份百貨分店已撤

除或縮減男裝及寢具部門，並增加互動店/體驗店/會員店的比重，設立包括烘培

教室、寵物會員俱樂部、兒童遊戲空間、主題咖啡廳與互動網吧等，加強競爭力，

提升服務內容，確保公司經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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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過一年多的招商規劃，2016 年 1 月 16 日，大洋百貨安徵銅陵店開幕。開幕首

日人潮洶湧，銷售暢旺，單日業績高達人民幣 1030 萬元，成為安徽銅陵地區百

貨商場有始以來開幕業績的最高紀錄。該店為一規模達 5.7 萬平方米，集購物、

娛樂、餐飲、休閒及文化於一體的高品質購物中心，為銅陵市的消費者們帶來全

新的時尚購物體驗及全方位貼心服務。安徽銅陵分店為大洋在安徽省繼合肥店後

的第二個據點，銅陵是安徽最富裕的城市，公司看好安徽省的消費人口及薪資增

長空間，且百貨公司地點位於該城市新開發的商業區中心，比鄰萬達影城，家樂

福，迪卡農等大型商場，商圈逐漸成熟完善，期待該店未來成長發展。 

（6） 完善內部管理，有效控制費用支出，落實預算的執行，增強企業績營績效。 

3、 2016 年度經營策略與業務目標： 

2016 年，公司將會堅持 “二次創業佔據數據百貨制高點、改革創新引領時尚消

費新潮流”思維，進一步開拓思路，積極開展下列工作： 

（1） 2016 年度公司營運將改革創新，用傳統百貨的服務精神結合現代電子商務的營

銷手法及交易便利性，利用大數據分析，為客戶帶來展新的消費體驗。 

（2） 持續提升公司軟體及硬體；提升教育培訓內容，落實客戶服務，將心比心，為客

戶提供貼心的消費環境。 

（3） 成長店要不僅要保持成長優勢，還要成為區域王者，完全掌握消費者動態，控制

市場份額，提高經營績效，引領時尚潮流。 

（4） 成熟店要有二次創業的精神及決心，開創消費新思路，充實服務內容，積極改善

營業環境及提高服務品質，提升 VIP客戶忠誠度。 

（5） 在已建立的微博及微信等粉絲群中持續推廣電子傳媒營銷，並探索新互聯網互動

服務，包括拓展各種電子付款機制，加深通絡黏著度，增加電子業務範疇，推行

線上線下消費互動、服務業異業整合等服務內容。 

（6） 降低公司非主營業務，經營反璞歸真，逐步落實傳統百貨之升級改革，專注提升

客戶服務，完善內部控管，確保公司經營效益。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董 事 長：長原彰弘 

 

總 經 理：黃清海 

 

主辦會計：俞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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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西元 2015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等，其中合併

財務報表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馬國柱會計師及張淑瑩會計師查核

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

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

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上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2016 年股東常會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余瑞春 

 

西 元 2 0 1 6 年 5 月 1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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