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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百貨集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2018 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 2018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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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議

廳）  

出 席 ： 親 自 出 席 股 數 共 計 145,176,137 股 （ 含 以 電 子 投 票 行 使 表 決 股 數

27,940,137 股 ） ， 占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扣 除 本 公 司 庫 藏 股 股 數

8,220,000 股後 )189,249,000 股之 76.71%。  

出席董事：郭人豪、黃清海、李成濟、張進國、余瑞春、江淑惠  

 

主席：郭人豪                             紀錄：洪偉凱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報告事項  

第一案： 2017 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審計委員會查核 2017 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第 三案： 2017 度 員工 與董事 酬勞分 配情 形報 告 。 （ 請 參 閱 議 事 手 冊 ） 

第四案：修訂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部分條文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五案：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報告。（請參閱議

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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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承認事項  

第一案：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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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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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淑凌、賴麗真會計師查核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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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附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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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附件三。  

三、  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投票表決，本案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144,285,137 權，贊

成權數 140,111,805 權，占表決總權數 97.10％（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6,571,805 權）；反對權數 9,034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034 權）；無效權數 0 權；

棄權 /未投票權數 4,164,298 權（其中含電子投票棄權權數

1,359,298 權），本案照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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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2016 年度盈餘分配案。                   董事會提案  

說   明：  

一、  本公司 2017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341,947,346 元，擬依

公司章程發放股利。  

二、  本公司 2017 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盈餘分配表 

2017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2016 年期末未分配盈餘 2,643,034,901 

2017 年度稅後淨利 341,947,346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34,194,735 

減：特別盈餘公積 554,373,794 

2017 年可供分配盈餘 2,396,413,718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1.2 元） 
227,098,8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2,169,314,918 

註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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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22 日流通在外股數 189,2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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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人豪 經理人：黃清海 會計主管：李敏芳 

三、  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投票表決，本案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144,285,137 權，贊

成權數 140,299,805 權，占表決總權數 97.23％（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6,759,805 權）；反對權數 9,034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034 權）；無效權數 0 權；

棄權 /未投票權數 3,976,298 權（其中含電子投票棄權權數

1,171,298 權），本案照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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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事項  

第一案：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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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條文。  

二、  修訂條文中英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三、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經投票表決，本案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144,285,137 權，贊

成權數 140,188,805 權，占表決總權數 97.16％（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6,648,805 權）；反對權數 118,03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8,034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 /未投票權數 3,978,298 權（其中含電子投票棄權

權數 1,173,298 權），本案照案通過。  

 

五、  臨時動議：（股東提問及發言內容暨公司之答覆：略。）  

 

六、  散會：同日上午 10 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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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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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報告書 

2017 年全球經濟景氣，在金融海嘯後歷經十年的掙扎，終於站穩腳步，由於美國與歐盟

主要經濟體表現令人驚豔，主要國家貨幣政策並未加速實施緊縮，是支撐 2017 年全球經濟得

以穩健復甦的重要關鍵。也因為金融環境依然寬鬆，加上景氣持續上揚，國際油價及全球元

物料價格緩步推高，慢慢使得主要經濟體降低通貨緊縮的疑慮，民間的消費信心提振，逐漸

形成景氣復甦正向循環。2018 年預測景氣仍朝向溫和增長邁進，但是國際政治局勢變化，在

朝鮮核子計畫、義大利選舉、美國貿易政策保護主義興起、英國脫歐談判不確定性、東亞與

中東地區地緣政治局勢緊張等因素下，加上全球融資條件從目前寬鬆狀態因景氣復甦，主要

國家央行逐步調整貨幣政策正常化，中長期景氣會有偏下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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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GDP 總量突破的人民幣 827,122 億，相較 2016 年增

長了 6.9％，這是中國經濟增速從 2011 年以來首次扭轉下行局面，以 2017 年來看，中國一年

的經濟增長量超過人民幣 80,000 億元，中國對世界的經濟增長貢獻率在 30％左右，為世界經

濟增長的重要火車頭。從數據顯示，2017 年消費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最終消費支出對

GDP 的貢獻率為 58.8％，高於資本形成總額 26.7％。從需求結構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

從依靠投資拉動轉為投資和消費共同拉動的格局。2018 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週年，也是決

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科學院預測科學研究

中心發布預測，2018 年中國經濟將保持平穩較快速增長。經濟發展宏觀政策上將進一步調整

經濟結構，從總量增速轉向增長民生福利，從外貿導向轉向內需導向，把國家投資為主的成

長動能轉向民間消費與投資為主。 

2017 年“新零售”業態的出現，大幅衝擊傳統的實體零售產業，現代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也

正在急劇改變。新一代消費者呈現出更複雜、碎片化、變化多端的樣貌。其表現為： 

一、中國的網路購物者看重“優質產品”與“特價優惠”，在乎商品是否物美價廉，而線下消費

者則講究服務與體驗。以前消費者購物關注商品價格和注重一站式購買，如今更加注重

特色化、個性化需求和購物體驗感。各式各樣消費場景的搭建，都是為了滿足消費者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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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的購物需求。 

二、零售商需要找出最具有效的廣告促銷組合,精准觸及目標消費者。並以消費者為核心，尊

重消費者的感受，強調使用者至上，根據不同年齡段消費者的喜好為他們提供不同產品，

並通過數位化的技術實現更有針對性單客經濟行銷策略。 

三、中國的節假日占到全年的相當比例，充分把握重大節慶商機成為永久的話題，根據不同

的節日選擇不同主題的活動，推薦給顧客不同的產品，在即將到來的最大節日季展開一

場行銷決戰，來滿足顧客體驗，以獲得業績利潤最大化。 

四、重新思考實體店的定位。多元化業態的組合模式，人性化的服務設施，通過更親切有效

的交互，贏得流量。通過精准的資料分析制定完善的招調方案，穩住來顧客，拓展新客

源。 2017 年大洋按照“事是人為，開拓時尚智慧消費市場；眾志成城，實現業績逆勢持

續成長”的主題，不強調客觀因素，充分發揮聰明才智，與不良的外界環境鬥與自身的

經驗不足做鬥爭，不斷變換思路緊跟市場，齊心協力，拼搏進取。2018 年大洋制定了一

個中長遠規劃的目標。“不忘初心 開拓無界零售市場、 牢記使命 營造第三生活空間”。

大洋要粘緊消費者才能佔據不敗之地，要提高自身的社交屬性，多與消費者互動，要比

消費者更懂消費者。 

1、 2017 年度營業結果： 

本集團 2017 年度全年合併營業收為新台幣 6,041,927 千元，較 2016 年度 6,400,147

千元降低 5.60%；2017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338,788 千元，較 2016 年度的 307,718

千元成長 10.10%；2017 年度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1.87 元。 

2、 2017 年度發展狀況： 

2017 年，中國零售行業處於弱復蘇的階段，大洋百貨積極打通線上線下和上游下

游，促進多業態、跨行業、聚合式、協同化深度融合。利用資訊技術等大力發展品質

銷售、智慧零售、跨界零售，著力提高供給品質和效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

好生活需要。  

（1） 武漢一店、武漢二店和宜昌店作為集團第一批調改樣板店，其成功經驗表明只有

積極改造與調整、適應市場變化的門店，銷售業績才能穩步增長。2017 年我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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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南京一店和福州一店的重大調改，這是兩店史上規模最大的升級改造。中島

邊廳化，品牌升級，增加時尚度，增加體驗性消費業態，在 9 月 29 日和 30 日，

經歷開店以來最大調改升級的南一店和福一店相繼迎來重裝開業，標誌著大洋正

在向立體化、體驗化方向轉變。 

（2） 在實體零售衰退、線下門店市場份額被線上銷售蠶食的情況下，業務部沒有懊惱、

沒有放棄，如同創業之初一樣積極進取，開拓創新。完成了南京一店和福州一店

兩個旗艦店調改後的品牌升級；在招商方面則以業績為主線逐步淘汰雜牌，南京

一店相繼引進了喜茶，桃園眷村等網紅店、武漢一店和福州二店與知名餐飲品牌

“海底撈”合作，必將極大的吸引更多客源，拉動全店銷售業績；各門店還引進（重

裝)了大量的國際一線化妝品，如：福州一店 SISLEY、雪花秀、資生堂專櫃+美

容坊概念的配置並引進了 YSL、雪花秀、WHOO、BOBBI BROWN 等福建省首

家櫃檯、南京一店新進了 SUM37、HEAR，武漢一店雪花秀、IOPE、MAC、歐

舒丹、植村秀、Make up for ever 全新亮相，武漢二店新開了 IOPE，SUM37，WHOO，

Make up for ever 等品牌，南京二店引進了 CLINIQUE，FANCL、Origins，做到

了客流的加持。這些措施有效的保持了業績的成長。 

（3） 淡水專案是管理輸出店，是大洋與天安的一次合作，大洋團隊排除萬難，實現突

破，天安大洋生活薈於 2017 年 12 月 22 日開業。管理輸出是大洋“輕資產”模式

的探索。 

（4） 十堰大洋摩登購物中心歷經七個月的密集籌備，順利於 2018 年 2 月 2 日開業，

十堰大洋摩登購物中心是大洋百貨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購物中心，也是我們商場

下沉三四線城市的一次探索。 

（5） 2017 年繼續推進 O2O 戰略，民生慧銀已全面升級為美團 POS 機，一櫃一機已基

本安排到位。除美團外，大洋還積極與國內互聯網公司、物流公司開展合作，探

索新零售發展模式。 

（6） 4 月 18 日，大洋百貨與百望電子發票資料服務有限公司簽約合作，成為國內第一

家實行發票電子化的百貨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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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月 9 日，大洋百貨與京東集團簽約成為長期戰略合作夥伴，全面開展“無界時代”

新型零售領域合作，擬在集團各門店開辦“京東之家”和“京東母嬰”，並在京東商

城開設大洋旗艦店。此外集團有意在金融方面和京東深度合作，而京東則向大洋

開放其智慧化設施及供應鏈系統。11 月 4 日，雙方合作落地的第一家京東之家在

南京二店開業。該店面積約 200 平方，開業當天客流量就超過 1 萬人次，反響熱

烈。 

（8） 9 月 19 日，大洋百貨牽手微盟全面開展戰略合作，雙方將在會員行銷與新零售領

域展開探索，目前我們已辦理電子會員卡 200 多萬張。 

（9） 12 月 7 日大洋與 EMS 郵政速遞簽署戰略合作協定，共推“互聯網+零售+快遞”新

發展，不斷優化消費者、經營者在零售場景下的服務體驗。同日，大洋還與中匯

亞洲簽署了戰略合作協定，未來大洋將與中匯亞洲共同合作探討跨境電商的 O2O

模式。 

3、 2018 年度經營策略與業務目標： 

2018 年公司將以“不忘初心 開拓無界零售市場、 牢記使命 營造第三生活空間”

為主軸，深化改革，積極開展下列工作： 

（1） 推動與京東的全方位合作，包括加快與京東金融的合作，推動大洋供應鏈金融系

統的上線，並繼續推進“京東之家”佈局，開設武漢、福州、蘇州、衡陽“京東之

家”，與“京東母嬰”簽署戰略合作及合資協定，優選幾家門店作為“京東母嬰”項

目的落地實踐。與京東自營簽署戰略合作協定，爭取年內開設“京東商城大洋會

員旗艦店”；還有與“京東便利店”簽署落地協定，與“京東積分商城”落地協議等。 

（2） 與獵豹移動簽署戰略合作協定，利用其直播平臺、移動 APP 和流覽器獲得用戶，

利用其人工智慧技術搜集、分析、描述消費者的標籤，研究消費需求變化趨勢。 

（3） 繼續推進數位化轉型，上線並完善商業智慧系統，從商品的數位化到會員的數位

化，從商場的數位化到管理的數位元化，我們需要大資料來支撐我們的線上線下

融合。 

（4） 公司將統籌安排各店企劃活動，做好“春節、五一、年中、十一、周年慶、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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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六大檔期的企劃工作，抓好行銷的細節性工作，控制企劃費用，把握市場

氛圍和購買趨勢，利用各種新穎的 SP、PR 活動，打造品牌氛圍、陳列氛圍、季

節氛圍、促銷氛圍和格調氛圍、服務氛圍、工作氛圍、音樂氛圍、專業氛圍等等，

拉動人氣，帶動客流進場，提高銷售業績。 

（5） 根據集團發展情況，按計劃執行調改任務。包括福州南街地下一層項目，福二店

項目、南一店動線調改項目、南二店特業調改項目，合肥店地鐵通道通行項目以

及完善宜昌店 B1F 新增 5,350 平方營業面積招商工作等。 

（6） 加強品質管理，把各店現場管理工作納入考核指標，完善量化考核制度。 

（7） 積極跟進福州大洋天安數碼城項目，探索商業在新一代產業園區的發展。 

（8） OA 系統需要進一步完善並深入到企業管理的方方面面。將固定資產管理、集團

數位資料庫納入到 OA 系統中去，優化管理流程，能通過資料的回饋提升企業管

理水準。 

（9） 深化幹部考核制度和人才競聘制度，形成有利於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選人用人機

制, 促進提高幹部隊伍整體素質，繼續保持並不斷完善業務技能培訓。店內進一

步精兵簡政，同時吸收新鮮血液，培養年輕幹部，提高集團整體素質，繼續招收

一批一本以上學歷的人才充實到集團各門店各部門。 

 

GRAND OCEAN RETAIL GROUP LIMITED 

 

董 事 長：郭人豪 

 

總 經 理：黃清海 

 

主辦會計：李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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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西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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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淑凌會計師及賴麗真會計師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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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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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 3 月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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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G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_2018 

條號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第 40條 任何股東會之決議均應以

投票方式表決。於符合公

司法及本章程規定之前提

下 於任何股東會中提案

考慮之任何問題 均應以

普通決議決之 除非該提

案問題按本章程或公司法

規定須經特別決議或更高

門檻之股東會決議決之。 

任何股東會之決議均應以

投票方式表決。於符合公

司法及本章程規定之前提

下 於任何股東會中提案

考慮之任何問題 均應以

普通決議決之 除非該提

案問題按本章程或公司法

規定須經特別決議決之。 

配合修正後公司章程第

47B條 酌為文字修正。 

第 47條 於公司法任何其他適用規

定及不影響本章程第47B

條之前提下 下列議案須

經股東特別決議之同意  

(1) 公司締結、變更或終

止關於出租全部營

業 委託經營或與或

他人經常共同經營

之契約  

(2) 讓與全部或主要部

分之營業或財產  

(3)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

或財產而對公司營

運有重大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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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公司合併或分

割  

(6) 私募發行具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  

(7) 本公司停止公開發

行 及 

(8) 以低於發行日標的

股票之收盤價發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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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締結、變更或終

止關於出租全部營

業 委託經營或與或

他人經常共同經營

之契約  

(2) 讓與全部或主要部

分之營業或財產  

(3)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

或財產而對公司營

運有重大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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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公司合併或分

割  

(6) 私募發行具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  

(7) 本公司停止公開發

行 及 

(8) 以低於發行日標的

股票之收盤價發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 

配合修正後公司章程第

47B條 酌為文字修正。 

第 47B 於任何其他適用規定之前 無 本條新增。配合企業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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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提下 倘若(i)(a)本公司參

與之任何合併後消滅 (b)

本公司讓與全部或主要部

分之營業或財產 (c)任何

安排、規畫或計畫將使本

公司股份或股權與其他法

人轉換 (d)任何分割公司

資產(前述之任一條件稱

為” 觸發事件”) 及(ii)存

續、受讓、既存或新設之

公司為非上市 櫃 公司

者 則前述觸發事件應經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同意行

之(不論股份持有者親自

出席股東會與否)。作為有

權投票之股東得在達法定

出席人數之股東會中親自

表決 或如為法人股東時

經其正式授權代表人表

決 或如許可代理人時由

代理人表決。 

法第 18條、第 27條、第

28條、第 29條、第 3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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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 resolution shall be voted 

on by way of a poll.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tute and these 

Articles, any question 

proposed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Members at any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decided 

by way of an Ordinary 

Resolution, unless such 

question proposed is 

required to be decided by a 

Special Resolution or a 

resolution of Members 

with a higher approval 

threshold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se Articles 

or the Statute. 

A resolution shall be voted 

on by way of a poll.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tute and these 

Articles, any question 

proposed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Members at any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decided 

by way of an Ordinary 

Resolution, unless such 

question proposed is 

required to be decided by a 

Special Resolution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se Articles or the 

Statute. 

Amended to reflect the 

revised Article 47B 

47 

Subject to any additional 

and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Statute and without 

prejudice to Article 47B, 

the following matters 

require approval of the 

Members by way of a 

Special Resolution: 

(1) any proposal of the 

Company to enter into, 

amend, or terminate any 

Lease Contract, 

Management Contract or 

Joint Operation Contracts;  

(2) any proposal to transfer 

or dispose of the whole or 

any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or 

assets; 

(3) any proposal to acquire 

Subject to any additional 

and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Statute, the following 

matters require approval of 

the Members by way of a 

Special Resolution: 

(1) any proposal of the 

Company to enter into, 

amend, or terminate any 

Lease Contract, 

Management Contract or 

Joint Operation Contracts;  

(2) any proposal to transfer 

or dispose of the whole or 

any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or 

assets; 

(3) any proposal to acquire 

the whole of the business 

or assets of a third-party, 

Amended to reflect the 

revised Article 4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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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ole of the business 

or assets of a third-party, 

which will have material 

effect 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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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than 

any distribution of bonus 

shar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mployees' 

Remunerations and 

Directors’ Remunerations 

pursuant to Article 111; 

(5) any merger, 

consolidation, 

amalgamation, split-off or 

a splitting of the Company; 

(6) any issuance of 

equity-linked securities of 

the Company by way of 

private placement;  

(7) any proposal for the 

Company's shares to stop 

being publicly traded; and  

(8) granting of employee 

stock options with an 

exercise price per share 

that is lower than the 

closing price of shares of 

the Company traded o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as 

of the grant date. 

which will have material 

effect 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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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than 

any distribution of bonus 

shar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mployees' 

Remunerations and 

Directors’ Remunerations 

pursuant to Article 111; 

(5) any merger, 

consolidation, 

amalgamation, split-off or 

a splitting of the Company; 

(6) any issuance of 

equity-linked securities of 

the Company by way of 

private placement;  

(7) any proposal for the 

Company's shares to stop 

being publicly traded; and  

(8) granting of employee 

stock options with an 

exercise price per share 

that is lower than the 

closing price of shares of 

the Company traded o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as 

of the grant date. 

 

47B 

Subject to any additional 

and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Applicable Law, if there is 

(i)(a) any merger, 

consolidation or 

amalgamation involving 

N/A 

Revised per Article 18, 27, 

28, 29 and 35 of Busines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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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ny which results 

in the ceasation or 

dissolution of the 

Company; (b) any transfer 

of the whole or substantial 

part of assets or business 

of the Company; (c) any 

arrangement, scheme or 

plan involving an 

exchange of shares of the 

Company for shares or 

equity interests in another 

entity; (d) any split or 

spin-off of assets of the 

Company (any of such 

event, the “Trigger 

Event”); and (ii) the 

resulting, surviving, 

consolidated or 

amalgamated entity or 

acquirer or transferee of 

shares, assets or business 

of the Company is not be a 

listed or OTC company, 

then any such Trigger 

Event shall be subject to 

approval of the Members 

by way of a resolution 

passed by such Member(s) 

holding an absolute 

majority of at least 

two-third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issued shares of 

the Company entitled to 

vote thereon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holder(s) of 

such shares are present or 

no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as being entitled to do so, 

voted in person or, in the 

case of such Members as 

are corporations, by their 

respective duly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 or,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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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ies are allowed, by 

proxy at a general meeting 

of which the quorum is 

pres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