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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華實習展實力獲知名巴斯德研究所錄用

■責任編輯：沈 陽、范秋君 2015年11月16日（星期一）

港博士後法研真菌抗排斥藥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A股每股派發現金紅利（扣稅前）：每股人民幣0.1元
● A股每股派發現金紅利（扣稅後）：自然人股東和證券投資基金暫不扣繳所得稅，待實際轉讓股票時根據持股期限計
算應納稅額，每股實際派發人民幣0.1元；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股東扣稅後每股實際派發人民幣0.09元
● B股每股派發現金紅利（扣稅前）：每股0.015741美元
● B股每股派發現金紅利（扣稅後）：居民自然人股東（除外籍自然人股東）暫不扣繳所得稅，待實際轉讓股票時根據
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每股實際派發0.015741美元；外籍自然人股東不扣繳所得稅，每股實際派發0.015741美元；
非居民企業股東扣稅後每股實際派發0.014167美元
    ● 股權登記日

A股股權登記日 2015年11月19日
B股股權登記日 2015年11月24日
B股最後交易日 2015年11月19日

    ● 除權（息）日：2015年11月20日
    ● 現金紅利發放日

A股現金紅利發放日 2015年11月20日
B股現金紅利發放日 2015年12月1日

一、通過分配方案的股東大會屆次和時間
    山西省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2015年中期利潤分配方案已經2015年10月16日召開的公司
201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二、分配方案
    （一）發放年度：2015年中期
    （二）發放範圍：
    1、A股：截至2015年11月19日下午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簡稱「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A股股東。
    2、B股：截至2015年11月24日下午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B股股東（B股
最後交易日為2015年11月19日）。
    （三）本次分配以2015年6月30日總股本1,008,163,692股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每10股派發現金紅利1元(含稅)，總
金額為100,816,369.20元（B股股利折算成美元支付）。

    （四）扣稅說明
    1、A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1）對於持有公司A股的個人股東（及證券投資基金），根據《關於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
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5]101號）和《關於實施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
[2012]85號）的有關規定，個人從公開發行和轉讓市場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過1年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
個人所得稅，每股實際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0.1元；對個人持股1年以內（含1年）的，公司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每股
實際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0.1元，待個人轉讓股票時，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
份託管機構從個人資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至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應於次月5個工作日內劃付上市公司，上
市公司在收到稅款當月的法定申報期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具體實際稅負為：股東的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內（含
1個月）的，其股息紅利所得全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實際稅負為20%；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暫減按
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實際稅負為10%。
    （2）持有A股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按國家稅務總局2009年1月23日頒佈的《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QFII
支付股息、紅利、利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9]47號）的規定代扣代繳10%企業所得稅，
扣稅後每股實際發放現金紅利人民幣0.09元。如其認為取得的紅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稅收協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規定在取得紅利後自行向主管稅務機關提出申請。
    （3）對於屬於《企業所得稅法》居民企業含義的持有本公司A股的機構投資者及法人股東，本公司將不代扣代繳
現金紅利所得稅，其所得稅由納稅人在所得發生地自行申報、繳納。
    2、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1）持有B股的股東，根據《股份有限公司境內上市外資股規定的實施細則》的規定，按201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
大會決議日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即2015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人民幣中間價（1:6.3527）計算，每股發放
現金紅利0.015741美元（含稅）。持有B股的股東，公司均委託中登上海分公司發放。
    （2）非居民企業股東，根據國家稅務總局2009年7月24日發佈的《關於非居民企業取得B股等股票股息徵收企業
所得稅問題的批覆》（國稅函[2009]394號）的有關規定，公司在向B股非居民企業股東發放現金紅利時，按10%的稅
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扣稅後每股實際發放的現金紅利為0.014167美元。
    （3）居民自然人股東（除外籍自然人股東），根據《關於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
通知》（財稅[2015]101號）和《關於實施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2]85
號）的有關規定，個人從公開發行和轉讓市場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過1年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
得稅，每股實際派發現金紅利0.015741美元；對個人持股1年以內（含1年）的，公司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每股實際
派發現金紅利0.015741美元，待個人轉讓股票時，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份
託管機構從個人資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應於次月5個工作日內劃付上市公司，上市
公司在收到稅款當月的法定申報期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具體實際稅負為：股東的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內（含1
個月）的，其股息紅利所得全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實際稅負為20%；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暫減按
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實際稅負為10%。
    （4）外籍自然人股東，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1994年5月13日發佈的《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
知》（財稅字[1994]20號）的規定，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按照每股發
放現金紅利0.015741美元發放。

三、實施日期
    1、股權登記日

A股股權登記日 2015年11月19日
B股股權登記日 2015年11月24日
B股最後交易日 2015年11月19日

    2、除權（息）日：2015年11月20日
    3、現金紅利發放日

A股現金紅利發放日 2015年11月20日
B股現金紅利發放日 2015年12月1日

四、分派對像
    截止2015年11月19日（A股股權登記日）下午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公司全體A股
股東；截止2015年11月24日（B股股權登記日）下午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公司全體B
股股東（B股最後交易日為2015年11月19日）。

五、實施辦法
    1、下列股東的現金紅利由本公司直接發放：山西省國新能源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山西田森集團物流配送有限公
司、太原市宏展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2、其他股東的現金紅利由本公司委託中登上海分公司通過其資金清算系統向股權登記日登記在冊的股東派發。已
辦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東可於紅利發放日在其指定的證券營業部領取現金紅利，未辦理指定交易的股東紅利暫由中登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辦理指定交易後再行派發。

六、有關諮詢辦法
    聯繫部門：證券事務部
    聯繫電話：0351-7991685

七、備查文件
    公司201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

山西省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5年11月16日

股票代碼：600617  900913  股票簡稱：國新能源  國新B股  編號：2015-057

山西省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公司
2015年中期利潤分配實施公告

中泰集團中泰集團

電話：00662-6739280，00662-6739281，00662-6739282
傳真：00662-6739328 手機：006681-3453164

A. 提供資金借貸款，借貸時間三
年以上，同時代開信用證。

B.古藏 100 年以上翡翠綠色手
鐲、翡翠佛像、翡翠玉石塊。

C.協助提供英國、美國、澳洲、加
拿大，勞務簽證，時間三年，
手續合法，勞工部批准，有勞
務合同書，請來電聯繫。

申請酒牌啟事
KS Cafe

「現特通告：陳偉樂其地址為香港西灣河

筲箕灣道57-87號太安樓27樓34室，現向

酒牌局申領位於香港銅鑼灣電氣道108號

冠貿商業大厦7樓KS Cafe的酒牌。凡反對

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啟事登報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

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本科就讀生物訊息工程的黃思華，畢業後加入港大牙
醫學院協助創建生物數據庫，從而開展其科研歷

程，以微生物為主要對象，並着力研究與免疫力問題關
係密切的念珠菌及抗真菌藥。她一直認為科學家應該有
更遠大的目光，而在香港其相關的專門科研機會不多，
遂毅然報名參加上述獎學金計劃，並成功入選，在今年4
月至7月到法國巴黎實習。

研影響免疫系統念珠菌
黃思華跟隨當地科學家進行流行和感染病學研究，專

門研究同樣影響免疫系統問題的煙麴黴菌。她介紹說，
煙麴黴菌存在於空氣之中，免疫系統良好者不會受此菌
影響發病，而對於免疫力低者如愛滋病患者和器官移植
者，卻足以造成系統性感染及致命，因此業界認為有創
造新藥的迫切性。她續稱，念珠菌和煙麴黴菌同屬真
菌，兩者發病機制相似，加上真菌細胞與人類細胞結構
同樣相似，多種相似性亦會增加藥物研發的難度。
在實習期間黃思華也參與醫學界研討會，展示自己的

念珠菌研究項目，更因而得到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團隊
青睞，聘請她做全職合約研究員，繼續進行更多真菌專

門研究，她將於下月出發赴法國上任。就巴黎出現恐怖
襲擊，黃思華指有與實習時的同事聯繫，各人都安全，
她自己則暫未改變計劃，但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
同樣獲是次實習獎學金的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病理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曾可澄和微生物學系博士生黎健鉅，也於
今年早前完成於法國實驗室的實習。
黎健鉅在當地進行結構性病毒學研究，專門研究針對

中東呼吸綜合症的蛋白提取技術，希望有助將來研發出
相關治療疫苗和藥物，若將來病毒有大規模爆發，可令
社會有一套相應措施。曾可澄在當地進行發育與幹細胞
生物學研究，專門研究肝癌與蛋白質HP1的關係，研究
如何抑制蛋白質HP1以減低癌擴散、病變，並將技術帶
回香港，有助將來研發出相關治療方法。

赴法國實習體會科研文化
各得獎者在法國除專注研究，也體會到法國科研文

化。黃思華指法國實習期間日長夜短，在晚上10時半
天空仍然光亮；有法籍同事在入黑後才驚覺一天已將近
完結，可見他們工作時十分專注。她續稱，部分法籍同
事在休息和吃飯時間亦會環繞研究項目討論，對科研充

滿熱誠，與港人將工作視為苦差不盡相同。黎健鉅則表
示，法國人平日生活休閒，但在實驗室內法籍同事皆十
分勤奮，亦顯出當地社會對研究氛圍的投入。

教院辦小學校際Apps賽

■教院今年首辦「小學校際流動應用程式編程比賽」，鼓勵小
學生製作流動應用程式解決實際問題。 大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免費幼稚園
教育委員會早前提交報告，提出以半日制服務
為基本資助，而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則只
獲額外25%至30%的資助，但有關建議被指未
能照顧學界以及雙職家長的需要。民建聯的最
新調查顯示，逾98%家長傾向讓子女入讀全日
制或長全日制幼稚園，但普遍家庭面對沉重教
育開支，扣除住屋開支外，有約65%人的子女
學習開支佔家庭收入三成或以上，更有19%佔
去總收入一半。民建聯指，全日制服務除有助
釋放婦女勞動力，亦可助幼童培育自理及自律
能力，建議當局應加強有關支援，包括提供資
源安全網及額外薪酬資助等。
民建聯在9月底至10月初成功訪問了來自70
多所幼稚園的5,625位家長，當中半數為雙職
家長。結果顯示，如撇除學費因素，受訪者中
有52%稱會選全日制（朝9午4），另45.9%會
選長全日制（朝8晚6），可見他們對全日制或
長全日制幼教服務需求殷切。
同時，受訪者亦面臨沉重的教育開支負擔，

在扣除住屋開支外，有64.7%家長指，所有子
女的總學習開支，佔去全家總收入三成或以
上，19%更指佔去五成或以上；如針對就讀幼
稚園子女計，聯同學費交通雜費，約55%受訪
者指每人每月花達3,000元或以上，達4,000元
或以上亦有29.5%。

兒子就讀K1的雙職家長簡志謙表示，自己跟太
太均為打工族，一家三口居於不足300平方呎的單
位，既無空間容下工人，父母亦不可能每日前來
照料兒子，入讀長全日制幼稚園是唯一選擇。
他認為，免費幼教報告所提對全日制及長全
日制的額外資助不足，家長仍有相當部分要負
擔，如幼稚園要優化教學，其成本更有機會轉
嫁至學費，擔心屆時不但難以享受資助成果，
反而要付出更多。
有提供長全日制服務的潮陽幼稚園校長黎敏

儀則指，除營運及資源問題外，業界也面對人
手不足情況，幼教報告雖有就提出員工薪級，
但資助卻主要以「中點薪酬」計算，擔心那會
變相成為「頂薪」，使請人難上加難。

陳勇：全日制助釋婦女勞動力
教育局現正因應報告，就免費幼教政策制定

執行細節。民建聯副主席陳勇表示，全日制及
長全日制服務能幫助釋放婦女勞動力，亦可助
孩子建立良好自理及自律能力，受雙職家長歡
迎，但所得支援卻不足夠，情況奇怪。
他期望政府能進一步肯定全日制及長全日制的

貢獻，包括提供更多資源設定基礎人力架構及額
外資助幼師薪酬，另一方面也可增加書簿津貼及
設立幼童開支扣稅，讓校方及家長均獲協助，確
保幼稚園能持續經營，回應社會需要。

■■左起左起：：黃思華黃思華、、黎健鉅和曾可澄等早前獲得黎健鉅和曾可澄等早前獲得「「歐萊雅歐萊雅
研究實習獎學金研究實習獎學金」。」。 黎忞黎忞攝攝

■■民建聯問卷調查發民建聯問卷調查發
現本港全日制及長全現本港全日制及長全
日制幼教服務需求極日制幼教服務需求極
高高。。 姜嘉軒姜嘉軒攝攝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中文大學敬文書院日前慶

祝周年院慶暨舉行「朱謝玲玲樓」命名典禮，該北座大樓提
供宿舍及各種設施予學生及書院成員使用，設計屢獲獎項。
會上多位主禮嘉賓一致期望書院得以穩步向前，為年輕一代
提供優質教育，孕育出一個群賢薈萃的小社群。
中大指是次大樓冠名是為了紀念善源基金會創辦人和主席
及書院院監會主席朱恩餘的先室朱謝玲玲，以答謝朱氏家族
對敬文書院發展的支持。敬文書院院長楊綱凱在典禮致辭時
表示，書院於本學年錄取第四屆學生，總數共300名院生首
次凝聚一起學習及生活，為書院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該大樓有關設計屢獲獎項，包括獲2015年亞洲建設大獎
建築組「最佳公用／公共空間設計」項目的優勝獎；也獲
BEAM建築環境評估法「新修建築物」白金級標準認證，以
示當中注入多種環保元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鼓勵小學生
運用邏輯思考及電腦編程技術，製作流動應用程式
解決實際問題，教育學院首次舉辦「小學校際流動
應用程式編程比賽」，讓小學生以小組形式參賽，
設計有趣「教育遊戲」。
比賽前日完成啟動典禮，教院校長張仁良指推

動計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的培訓是大
勢所趨，舉辦比賽旨在提升學生對編程的興趣，及
引起學生與學校對計算思維的關注。比賽將以「學
生專題習作比賽」的形式進行，教院將派出具備電
腦編程知識的學生到成功報名參賽的學校，為學生
舉辦相關的編程教學活動和工作坊，教授學生基本
編程技巧及編程工具的運用。有關比賽費用全免，
大會將於12月至明年3月為師生舉行編程工作坊，
詳情可瀏覽 http://www.ied.edu.hk/appscomp/in-
dex.html。

■中大敬文書院舉辦朱謝玲玲樓命名典禮暨書院院
慶，左起：沈祖堯、朱恩餘、楊綱凱。 中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

忞）香港屬彈丸之地，學習和

工作競爭激烈，若能放眼國

際，定必可拓闊眼界和獲得更

多機會。三名來自香港大學的

年輕科學家早前獲得「歐萊雅

研究實習獎學金」，赴法國的

科研實驗室實習約3個月，分

別參與關於病毒學、癌症及真

菌的研究。其中港大牙醫學院

博士後研究員黃思華因表現出

色及積極參與醫學研討，獲知

名的法國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實

驗室（Institut Pasteur）聘請

為全職研究員，即將出發赴當

地延續其科研頂目，希望透過

了解不同真菌與人體免疫系統

的機理，幫助研製抗排斥藥

物，造福人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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