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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A YANG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91）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財務資料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4 261,482 154,807 
銷售成本 (215,239) (116,809)  

毛利 46,243 37,998 
其他經營收入 8,418 15,063 
銷售及分銷開支 (9,095) (8,915)
行政開支 (63,600) (70,343)
應佔聯營公司的業績 (19) —
融資成本 6 (9,443) (9,738)  

除稅前虧損 (27,496) (35,935)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19) 909   

期內虧損 8 (27,515) (35,026)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7,513) (37,199)
非控股權益 (2) 2,173   

(27,515) (35,026)  

每股虧損 9
基本及攤薄（港仙） (3.16)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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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27,515) (35,026)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4,962) 2,062  

不會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平值列賬並在其他全面收入內處理的金融資
產的公平值淨變動 (1) (40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除稅後） (14,963) 1,658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除稅後） (42,478) (33,368)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除稅後）：
本公司擁有人 (42,479) (35,544)
非控股權益 1 2,176  

(42,478) (33,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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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59,831 153,964
使用權資產 9,143 —
預付租賃款項 — 114,522
投資物業 85,620 87,191
商譽 8,008 8,008
按公平值列賬並在其他全面收入內處理的
金融資產 2,529 2,648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59,221 60,246  

224,352 426,579  

流動資產
存貨 38,512 31,734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216,685 247,451
預付租賃款項 — 2,465
持作買賣投資 26 116
有抵押銀行存款 — 1,110
銀行結餘及現金 62,674 94,908  

317,897 377,784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資產 263,412 —  

581,309 377,78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132,321 132,404
應付所得稅 19,079 38,387
有抵押銀行借款 14 65,933 276,350
租賃負債 1,876 —  

219,209 447,141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負債 273,178 —  

492,387 447,141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88,922 (69,35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13,274 35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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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87,118 87,118
儲備 204,168 246,6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91,286 333,765
非控股權益 3,156 3,155  

權益總額 294,442 336,920  

非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借款 — 3,330
租賃負債 2,222 —
遞延收入 2,980 3,112
遞延稅項負債 13,630 13,860  

18,832 20,302  

313,274 35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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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
於中期報告「公司資料」一節中披露。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文統稱為「本集團」）主要
從事矽膠及相關產品的製造及銷售以及提供醫療保健及酒店服務。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以港元（「港元」）呈列。除於中國、澳門及印尼成立的附屬公
司分別以人民幣（「人民幣」）、澳門幣及印尼盾作為功能貨幣外，本公司及其其他附屬
公司的功能貨幣均為港元。

由於本公司於香港上市，故本公司董事認為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呈列實屬恰當。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Lyton Maison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以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以公平值計量的若干金融工具及投
資物業除外。

編製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的會計政策及計
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由二零一八年八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的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惟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與本集團經營相關且於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強制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除外。
除附註3所披露者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經營業績
或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
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的過程中亦需要管理層行使其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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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其中，下列變動與本集團財務報表相關：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會計政策變動詳情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
號「租賃」及相關詮釋。

租賃之定義

本集團已選擇可行權宜方法，就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
釋委員會） — 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識別為租賃之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而並無對先前並未識別為包括租賃之合約應用該準則。因此，本集團並
無重新評估於首次應用日期前已存在之合約。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改之合約而言，本集團於評估合約是否包含租
賃時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載之規定應用租賃之定義。

作為承租人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本集團透過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C8(b)(ii)號過渡確認額
外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其金額相等於相關租賃負債。於首次應用日期的任何差額
於期初保留盈利中確認，且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於過渡時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經修訂追溯法時，本集團對先前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按各租賃基準及與各租賃合同相關的程度應
用下列可行權宜方法：

i. 選擇不就租賃期於首次應用日期起計12個月內屆滿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
負債；及

ii. 於首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不計入初始直接成本。

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確認租賃負債時，本集團應用相關集團實體於首次應用
日期的增量借貸利率，所應用的承租人加權平均增量借貸利率為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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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8,945
減：確認豁免 —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租賃 (3,081) 

5,864
減：未來利息開支總額 (782)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按相關增量借貸利率進行貼現的租賃負債 5,082  

分析為
流動 1,848
非流動 3,234  

5,082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的自用使用權資產賬面值包括以下各項：

使用權資
千港元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確認的經營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 5,082 

按類別：
租賃物業 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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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對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的金額進行了如下調整。未受變更
影響的項目未進行列示。

先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報告的賬面值 轉帳 調整

於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按照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
計量的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 116,987 5,082 122,069
預付租賃款項 114,522 (114,522) — —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2,465 (2,465) — —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 (1,848) (1,848)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 (3,234) (3,234)    

4. 收益

收益指期內在正常業務過程中向客戶出售貨品及所提供的醫療保健及酒店服務已收或
應收代價的公平值，扣除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 於某一時點 254,130 150,475
醫療保健及酒店服務 — 於一段時間 7,352 4,332  

261,482 15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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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根據呈報予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即本公司之行政總裁）以進行資源分
配及表現評估的資料（專注於所交付貨物或提供服務的類型），本集團的可報告及經營
分部載列如下：

— 矽膠及相關產品 — 製造及銷售矽膠及相關產品；及

— 醫療保健及酒店服務 — 提供醫療保健及酒店服務。

於達致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時，並無集合主要營運決策者識別的可報告分部。

(a) 期內，有關提供予本集團最高層管理人員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之本集
團可報告分部的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矽膠及

相關產品
醫療保健及
酒店服務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254,130 7,352 — 261,482    

除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8,734 (9,329) (26,901) (27,496)    

分部資產 464,677 332,037 8,947 805,661
分部負債 218,367 285,368 7,484 5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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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矽膠及

相關產品
醫療保健及
酒店服務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150,475 4,332 — 154,807    

除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15,224 (23,077) (28,082) (35,935)    

分部資產 405,703 416,186 24,836 846,725
分部負債 166,312 288,707 2,899 457,918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產生的利息 9,286 9,738
租賃負債產生的利息 157 —  

9,443 9,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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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簡明綜合損益表內的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遞延稅項
— 本期間 19 (909)  

由於本集團於該兩個期間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內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於該兩個期間毋須繳納開曼群島
及英屬處女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由於在印尼營運的附屬公司並無在印尼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截至二零二
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提印尼所得稅撥備。

大洋集團（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在澳門註冊成立為離岸商業服務機構，獲豁免
繳納澳門所得補充稅。

由於本集團於台灣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提台灣營利事業所得稅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於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的稅率為25%。因此，中國附屬公司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按該
兩個期間的估計應課稅溢利的2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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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期內虧損

期內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存貨撥備（計入銷售成本） 17 1,305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 1,364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58,625 55,29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018 11,294
使用權資產折舊 2,599 —

股息收入 — (3)
匯兌收益淨額 179 (235)
持作買賣投資的公平值虧損 106 337
政府補貼

— 遞延收入攤銷 (197) —
— 已確認為其他經營收入的開支補貼 — (714)
租金收入總額 (4,956) (659)
減：期內產生租金收入的投資物業所涉及的開支 2,882 138  

租金收入淨額 (2,074) (521)  

就以下各項確認虧損撥備：
— 應收貿易賬款 — 2,142
撥回就應收貿易賬款確認減值虧損 (512) —

利息收入 (64) (517)
出售預付租賃款項的收益 — (1,73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收益） 149 (4,931)
出售投資物業的收益 — (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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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每股虧損乃按兩個期間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千港元） (27,513) (37,199)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871,178 871,178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與每股攤薄虧損
相同，原因是並無發行在外的潛在攤薄股份。

10.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中期股息。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物業、廠房及設備被收購（二零一九年：
6,667,000港元）或出售（二零一九年：4,04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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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56,862 102,122 
按金及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59,823 145,329   

216,685 247,451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介乎30日至90日的信貸期，而管理層會定期檢討有關信貸期。

於報告期末，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後的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接近各自的收益確認日
期）的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52,853 92,928 
91日至365日 4,009 9,194   

56,862 102,122  

13.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59,916 42,027 
應計開支 20,516 41,210 
其他應付款項 46,879 26,088 
其他應付稅項 4,338 18,077 
已收按金 672 5,002   

132,321 13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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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償還 9,249 11,153 
一個月以上但少於三個月 40,572 20,263 
三個月以上但少於一年 9,141 8,736 
一年以上 954 1,875   

59,916 42,027   

14. 有抵押銀行借款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取得新銀行借款。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款約197,580,000港元乃
以已出售的若干物業作擔保。本集團已違反銀行契約。茲提述本集團與銀行訂立的有
關銀行借款及抵押資產協議，該銀行有權要求立即付款。因此，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款已分類為流動負債。本集團正與相關銀
行就(i)基於已抵押已售及未售物業重組有關借款；及(ii)相關銀行將不會採取任何行動
要求立即償還已抵押未售物業的銀行借款部分進行磋商。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餘下銀行借款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倫敦銀
行同業拆息加1.75%或放款人資金成本（以較高者為準）的浮動年利率計息，並須應要求
償還。銀行借款的實際年利率為7.39%（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09%）。

15. 股本

法定及已發行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0,00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71,178 8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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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連方交易

(a) 除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另行披露者外，本集團與關連方訂立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關連方名稱 交易性質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施琦 租金開支 150 165  

(b) 主要管理層人員報酬

期內，本公司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人員的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3,014 2,131  

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薪酬乃由薪酬委員會經考慮個別人士的表現及市場
趨勢而釐定。

17. 資本承擔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收購下列各項的已訂約但尚未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資料撥備的資本開支：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571 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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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為261,482,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同期：154,807,000港元）。本集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逆境下努力開拓，
銳意進取，抓住機遇，拓展了個人防疫用品（「個人防疫用品」）的生產及銷售，
從而實現高於去年同期的收益及毛利。

與此同時，本集團努力控制成本及費用，使得本集團虧損較去年同期顯著減少，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累計虧損為27,51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同期：35,026,000港元）。

本集團一直積極開拓市場，針對市場需要研發、設計並推出合適的矽膠生活用
品。矽膠產品組合日益豐富且持續優化，其中在可穿戴消費類產品領域之市場
份額繼續鞏固。同時，因應期內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的爆發及蔓延，導致
包括防護口罩在內的個人防疫用品持續短缺，本集團積極開發個人防疫用品
市場並成功開發及推出環保可重用的全矽膠口罩，受到了國內外客戶的熱烈
歡迎和踴躍採購。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國內的旅遊業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冰封凋零，但本集團
已於去年底將旗下海南酒店營運外包，故未受任何影響。儘管如此，本集團仍
一直在隨時調整策略，力求為股東實現最大價值，並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訂立協議出售海南酒店物業。該出售項目目前仍在進行中。

展望

二零二零年年初的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極為嚴峻的考驗和挑戰。但本集
團亦堅信有危必有機，如何能在危機中找到並抓住商機，是一個企業在危機中
求生存、求發展，甚至實現彎道超車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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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集團的個人防疫用品方面，儘管新冠疫情在不遠的將來終將受控，但此次
疫情無疑對全世界人民的防疫意識上了深刻的一課。本集團預期全球個人防
疫用品的需求會保持長期旺盛，防護口罩等將成為常用的個人生活用品甚至
快速消費品。本集團在上半年全矽膠口罩的研發和產銷中獲得了豐富的相關
經驗，也成功收穫了全球防疫用品的分銷網絡和資源。在此基礎上，本集團不
但可以加大加快自有矽膠口罩的產銷，更加可以利用該等網絡和資源拓展其
他個人防疫用品的貿易等業務。

新冠疫情亦對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也產生了重大及深遠的影響。更多的人
花更多的時間留在家中，對家庭生活用品包括廚具甚至成人用品等的需求大
大增加。保健和健身的意識也大大增加，帶來對家庭保健產品及個人健身產品
的旺盛需求。上述產品等都是矽膠材料應用的大好舞台。本集團順應市場趨勢，
不斷加大自主產品的研發，並多維度拓展包括互聯網電子商務、新零售等分銷
渠道，加快搶佔市場份額。

財務回顧

收益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261,482,000港元，較
二零一九年同期增加68.9%。收益仍然主要來自銷售矽膠及相關產品，佔總營
業額約97.2%。期內，本集團的個人防疫用品得到了國內外市場的熱烈回應，
故矽膠分部收益增加約68.9%。

此外，儘管新冠疫情肆虐，本集團將酒店營運外包後仍錄得穩健收入。期內，
醫療保健及酒店業務分部的收益佔總營業額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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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毛利為46,243,000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增加21.7%。期內的整體毛利率由二
零一九年同期的24.5%下降至17.7%。新開發的個人防疫用品較本集團的傳統矽
膠產品毛利率較低，但本集團仍能基於高於去年同期的營業額實現毛利增幅。

其他經營收入

其他經營收入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6,645,000港元或44.1%至8,418,000港元。該
減少主要由於沒有去年同期錄得的一次性的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較二零一九年同期輕微上升2.0%至9,095,000港元。以佔本集團
營業額百分比計算，銷售及分銷開支總額佔3.5%，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2.3%。
該減少乃由於本集團實施有效的成本控制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9.59%至63,600,000港元。該減少乃由於本集團
實施有效的成本控制及沒有去年同期錄得的搬遷成都總部相關開支所致。

股東應佔溢利

期內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虧損27,51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股東應佔虧損
37,199,000港元減少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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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及財務資源

期內，本集團的資金來源為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而本集團的營運資金繼續保
持穩定。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2,674 94,908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88,922 (69,357)
流動比率 1.2 0.8
速動比率 1.1 0.8  

財務管理及庫務政策

本集團對無指定用途的資金採取保守的現金管理及投資策略。未動用資金存
放於香港及中國的認可財務機構作短期存款。

期內，本集團所得款項主要以美元及港元列值，付款則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支
付。

就人民幣而言，由於本集團的生產廠房主要位於中國，故大部分勞工成本、生
產間接成本、銷售及行政開支均以人民幣列值。因此，人民幣升值將對本集團
的盈利能力帶來不利影響。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人民幣的走勢，並採取適當
措施應付有關人民幣的風險。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由於本集團致力開發高增值、高質素產品，故饒富經驗的工人、工程師及專業
人士乃本集團最重要的資產。我們提供在職培訓，並鼓勵員工參加持續專業培
訓，以增進彼等的技能及知識。

我們向香港及中國所有僱員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方案，包括優質的員工宿舍、
培訓、醫療、保險及退休福利。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1,240
名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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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
載列的適用守則條文，惟：

(i) 守則條文A.2.1條除外，其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區分且不應由
同一人士擔任。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六日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五日期間，
施琦女士擔任董事會主席（「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施琦女士辭任及劉文剛先生獲委任為行政
總裁。施女士繼續擔任執行董事及董事會主席。於變更行政總裁後，本公
司已符合守則條文A.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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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守則條文C.1.2條除外，其要求本公司管理層向董事會所有成員提供每月更
新資料，列載有關本公司表現、狀況及前景的公正及易於理解的詳細評估，
讓董事會全體及各董事可履行相關職務。

在回顧期間，本公司管理層並無按照守則條文C.1.2條的要求向所有董事會
成員提供每月資料，因為所有執行董事均有參與本集團的日常運作，並完
全了解本公司的表現、狀況及前景，且管理層亦於本公司的常規董事會會
議前，不時向所有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關於本
公司的資料，其載有有關本公司表現、狀況及前景的公正及易於理解的詳
細評估。

此外，本公司管理層已及時地向董事會全體成員提供本公司表現、狀況及
前景的任何重大變動的最新資料，以及董事會商議項目的詳細背景或說
明資料。

未遵守上市規則第3.10(1)及3.21條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遵照上市規則第3.10(1)及(2)、3.10A及3.21條，有五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中，至少其中一名具備合適的會計專業資
格或相關財務管理專門知識。獨立非執行董事佔董事會成員人數至少三分之一。
審核委員會至少由三名成員組成。

然而，於報告期間，張世文先生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辭任獨立非執行董
事後，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低於上市規則第3.10(1)及3.10A條之規定，而審核委
員會成員人數亦低於上市規則第3.21條之規定。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三日，胡德光先生辭任及林兵先生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及審核委員會主席。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一日，劉鋼先生獲委任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劉鋼先生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一日獲委任後，
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人數分別符合上市規則第3.10(1)條及第
3.10A條以及第3.21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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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及審閱財務報表

現時，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林兵先生（主席）、張力涓女士、劉鋼先生及胡江兵
先生組成，各人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公
司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財務申報事宜。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
料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刊登中期業績及寄發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tayang.com)刊登。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一切資料，
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底之前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刊載。

代表董事會
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施琦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五名執行董事：施琦女士、劉文剛先生、尹志強先生、高峰先生及
程宏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韓磊先生及陳俊匡先生；以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兵先生、
張力涓女士、劉鋼先生、胡江兵先生及王麗娜女士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