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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評估 亞股入市良機

脫歐震盪 歐元續處守勢
在英國脫歐後，歐盟可能亦將面臨瓦解的風

險。英國脫離歐盟，將在經濟和政治上削弱歐
盟。歐盟將因此失去一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
事國，總體經濟產出一下子損失約六分之一。
另外，市場亦開始憂慮會引發「骨牌效應」，
其他歐盟成員國可能亦會爭取舉行脫歐公投。
法國極右翼黨派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上
周五呼籲法國也就留歐還是脫歐舉行公投。民
族陣線長期以來一直呼籲法國脫離歐盟，而該
黨在近期的選舉中也表現不錯。

美暫料不加息 美元續挺
英國脫歐帶來金融市場的震盪，幾乎可肯定

美聯儲7月將保持利率不變，外界估計美聯儲年
內最多加息一次，時間將會在9月或12月的議息
會議。在市場避險升溫下，美元普遍走高，尤其
兌歐元及英鎊，美元指數一度升見96.71。
投資者擔心英國退出歐盟將造成廣泛的經濟

與政治衝擊，歐元兌美元上周五跌逾3%，最低

觸及1.0909。

250天線1.11成反彈阻力
圖表走勢而言，在6月大部分時間，平均線與
價位密集橫盤，直至上周匯價大幅下滑，跌破
一眾平均線，預料歐元中期仍會續陷弱勢。250
天平均線1.11水平會先作為較近阻力依據，較
大阻力在1.1240及1.13，下一級將密切關注前
本月多日未可明確突破的1.14水平。至於下試
目標料先在1.09以至3月份低位1.0820，進一步
預測1.07水平1.0530水平。
澳元兌美元方面，周二因空頭回補而反彈，

市場試圖在上周英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引發劇
烈動盪後恢復鎮定，澳元兌美元回升至0.74美
元附近。技術走勢所見，下方支持會先見於
250天平均線0.7275及五月力守着的0.7150，
倘若後者失守，料澳元仍見下調壓力，進一步
目標將看至0.70這個心理關口。上方阻力回看
0.75及0.7550，較大阻力預測在0.7650。

普遍評論認為，從經濟角度來看，英國脫歐對亞洲的影響來
自貿易。分析指出，亞洲經濟體受英國減少進口的影響頗低，
因為亞洲國家輸往英國的出口佔其國內生產總值平均不足
1%。即使英國脫歐後經濟陷入衰退，並波及歐盟，中國或韓
國所受的影響亦僅佔其國內生產總值3.0%至3.5%。這個論點
確具說服力，英國脫歐對亞洲出口國的直接影響可能不大。

英銀行亞洲貸款風險不大
宏利資產管理亞洲區高級策略師羅卓夫指出，英國脫歐可
能衝擊亞洲的另一途徑是國際資金流向。然而，鑑於英國脫
歐未見造成環球系統性風險蔓延，對銀行放貸方面的影響輕
微。英國銀行於亞洲大多經由當地附屬公司放貸予區內機
構，因此暫時未見帶來風險。此外，餘下由英資銀行向亞洲

提供的貸款，大部分屬短期及低風險貿易融資，故
大舉收回的機會應不大。

中國經濟增長不會大偏離
他指出：「現時中國經濟尚未站穩陣腳，此

時迎來英國脫歐衝擊最為不利。然而，我們強調
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本土，因此除非歐元區
跟隨英國在2016年下半年陷入衰退（我們認為可能
性不大），否則中國經濟增長可能不會因英國脫歐而

大幅偏離軌道。縱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若中國出口需求受
到重大打擊，可能促使中國政府加推刺激財政措施以紓緩經濟
影響，繼而令國內信貸與名義收入增長回復均衡狀態的進程推
遲。」
他表示：「市場在未來數日及數周應會顯著波動，並由避險

情緒主導，促使不同資產類別及同類資產之間的相關系數趨近
1.0。早前注意到即使英國脫歐公投臨近，但市場內回報的相
關系數自2015年第四季 / 2016年首季飆升後已見急跌。這個
情況令我們相信，由英國脫歐所致的市場『避險』情緒，將為
亞洲選股投資者締造『由下而上』的入市良機。」

亞洲投資者憂慮英國告
別歐盟對貨幣和市場的影
響，這次意料之外的事件
縱然構成風險，但同時亦
帶來機遇。就亞洲和其他
非歐洲國家而言，英國脫
歐的不利影響主要來
自金融市場不穩和危
機 擴 散 。 不 久 之
後，環球市場將更
清楚了解到英國
脫歐後金融動
盪的蔓延情況
及其引發的骨
牌效應。

■宏利投信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馮強金匯 動向

澳元上周五受制76.50美仙阻力後走勢
轉弱，掉頭急跌至73.05美仙水平，本周
初走勢依然偏軟，不過周二在73.25美仙
獲得較大支持後再度重上74美仙水平。
澳元上周五大幅下跌，主要是英國公投脫
離歐盟，消息導致澳元兌日圓交叉匯價從
81水平急挫至72水平，帶動澳元出現急
跌走勢。受到澳元兌日圓近日跌勢放緩影
響，澳元連日持穩73.05至73.25美仙之
間的支持區，將有助澳元作出短期反彈。
另一方面，澳洲央行5月3日會議作出
減息行動，澳洲總理特恩布爾緊接在5月
8日宣佈7月2日舉行大選，引致澳元從上
月初的77美仙水平持續下跌，不過澳元
在下跌至71.50美仙便迅速獲得明顯支
持，並且在英國公投脫歐後仍能守穩73
美仙水平，該因素將有助澳元稍後表現。
此外，標準普爾及惠譽雙雙下調英國主權
債信評級，預示英國經濟將轉弱。不過據
澳洲外貿部資料顯示，2014年澳洲與英
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僅為207.88億澳元，
英國只是澳洲第7大的貿易夥伴，顯示英

國脫歐對澳洲影響較為輕微。隨着澳洲本周六大選
後政局明朗，若果澳洲央行下周二會議維持政策不
變，則預料澳元將反覆走高至75.00美仙水平。

歐股反彈 金價轉上落
周一紐約8月期金收報1,324.70美元，較上日升
2.3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1,335美元阻力後
走勢偏軟，再加上周二歐洲股市反彈，現貨金價
周二曾走低至1,305美元附近，回吐上周五部分升
幅，不過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公佈截至6月
21日當周，對沖基金及基金經理持有的黃金淨長
倉數量上升6.7%至256,898張，連續三周上升，
顯示市場氣氛沒有過於不利金價，預料現貨金價
會於1,300至1,330美元上落。

特別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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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稅前與扣稅後每股現金紅利

單位：元

A股
(人民幣)

每股現金紅利（扣稅前） 0.025
居民自然人股東及證券投資基金每股現金紅利（暫不扣稅） 0.025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每股現金紅利（扣稅後） 0.0225
香港市場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每股現金紅利（扣稅後） 0.0225

B股
(美元)

每股現金紅利（扣稅前） 0.003806
居民自然人股東每股現金紅利（暫不扣稅） 0.003806
非居民企業股東每股現金紅利（扣稅後） 0.003425

註：A股居民自然人股東及證券投資基金、B股居民自然人股東每股現金紅利
分別暫為0.025元、0.003806美元（A股居民自然人股東及證券投資基金、B股居
民自然人股東在公司派發股息紅利時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待實際轉讓公司股票
時，根據持股期限確定股息紅利所得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的比例，統一適用20%
的稅，由此計算應納稅額，詳見下文實施辦法）。

●股權登記日

A股股權登記日 2016年7月5日
B股股權登記日 2016年7月8日
B股最後交易日 2016年7月5日

●除權（息）日：2016年7月6日
●現金紅利發放日

A股現金紅利發放日 2016年7月6日
B股現金紅利發放日 2016年7月20日 

一、通過利潤分配方案的股東大會屆次和時間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2015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已

經2016年5月24日召開的公司2015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股東大會決議公告刊
登於2016年5月25日的《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

二、利潤分配方案
（一）發放年度：2015年度
（二）發放範圍：
截止2016年7月5日下午交易結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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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結算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A股股東和截止2016年7
月8日下午交易結束後在登記結算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B股股東(B股最後交易日
為2016年7月5日)。

（三）本次分配以公司2015年末股份總數243,000,000股為基數，向全體
股東每10股派發現金紅利0.25元（含稅），B股折算成美元發放，共分配利潤
6,075,000.00元（含稅），超過2015年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淨利潤的30.61%。
本年度不實施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

三、實施日期
1、股權登記日

A股股權登記日 2016年7月5日
B股股權登記日 2016年7月8日
B股最後交易日 2016年7月5日

2、除權（息）日：2016年7月6日
3、現金紅利發放日

A股現金紅利發放日 2016年 7月6日
B股現金紅利發放日 2016年7月20日

四、實施辦法
1、下列股東的現金紅利由本公司直接發放：上海開開（集團）有限公司、

上海靜安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上海金興貿易公司。其他股東的紅利委託中國
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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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辦理指定交易後再行派發。

2、A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1）A股的自然人股東及證券投資基金的現金紅利。根據2015年9月7日財

政部發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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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6日財政部發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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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持
股期限超過1年的，其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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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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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得統一適用20%的稅
率計徵個人所得稅。按照上述通知規定，公司派發股息紅利時，暫不扣繳個人所
得稅，待個人轉讓股票時，證券登記結算公司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
證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機構從個人資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證券登記結算公司，證券
登記結算公司於次月5個工作日內劃付本公司，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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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屬於《企業所得稅法》項下居民企業含義的持有本公司A股的機構投資
者，公司不代扣代繳所得稅。每股實際發放的現金紅利為人民幣0.025元。

（3）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QFII」）股東，根據國家稅務總局2009年1月
23日發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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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公司代扣代繳10%企業所得稅，扣稅後每股實際發
放現金紅利人民幣0.0225元。公司按稅後金額委託登記結算公司發放。

（4）對於香港市場投資者投資上海證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滬股
通」），其現金紅利將由公司通過登記結算公司按股票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
派發，扣稅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證監會《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執行，按照10%的稅率
代扣所得稅，稅後每股實際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0.0225元。

3、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由本公司委託登記結算公司發放，B股現金紅利以美元

支付。根據《境內上市外資股規定實施細則》的規定，美元與人民幣匯率按公司
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日下一工作日（2016年5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
的美元兌換人民幣中間價（1: 6.5693）折算，每股現金紅利0.003806美元（含
稅）。

（1）非居民企業股東(股東賬戶號開頭為C99的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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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425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東（股東賬戶號開頭為C1的股東），根據2015年9月7日
財政部發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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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6日財政部發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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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公
司派發股息紅利時，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待個人轉讓股票時，證券登記結算公
司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機構從個人資金賬戶中
扣收並劃付登記結算公司，登記結算公司於次月5個工作日內劃付本公司，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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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外籍自然人股東（股東賬戶號開頭為C90的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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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發放現金紅利0.003806美元。

五、有關諮詢辦法
聯繫電話：86-21-62712138
傳    真：86-21-62712138 
聯繫地址：上海市新閘路921號2樓
郵    編：200041
聯 系 人：劉光靚、張燕華
六、備查文件目錄 
公司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
特此公告。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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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利潤分配實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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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走高至75.0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料於1,300至1,330美元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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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07:50
09:00
14:00

16:30
16:00
17:00

19:00

20:00

20:30

22:00
註：HICP：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CPI：消費者物價指數；PCE：個人消費支出 *Nationwide

日本
澳洲
德國
英國

意大利
歐元區

美國

德國

美國

5月零售銷售年率。預測-1.6%。前值-0.8%
5月HIA新屋銷售月率。前值-4.7%
7月GfK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9.9/9.8。前值9.8
6月房價月率*。預測持平。前值+0.2%；年率。預測+4.8%。前值+4.7%
5月消費者信貸（英鎊）。預測增加14.00億。前值增加12.87億
6月商業信心指數。前值102.1；消費者信心指數。前值112.7
6月服務業景氣指數。預測11.6/11.0。前值11.3
6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終值。預測負7.3。前值負7.0
6月消費者通脹預期指數。前值3.4
6月生產者通脹預期指數。前值負0.7
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522.2；購房貸款申請指數。前值
231.9；再融資指數。前值2,189.4；30年期抵押貸款利率。前值3.76%
6月HICP月率初值。預測+0.2%/+0.1%。前值+
0.4%；年率初值。預測+0.3%/+0.2%。前值持平
6月CPI月率初值。預測+0.2%。前值+0.3%；年率初值。預測+0.4%。前值+0.1%
5月實質個人支出月率。前值+0.6%
5月個人所得月率。預測+0.3%。前值+0.4%
5月經調整後的個人支出。預測+0.3%/+0.4%。前值+1.0%
5月核心PCE物價指數月率。預測+0.1%/+0.2%。前值+0.2%；年率。前值+1.6%
5月PCE物價指數月率。前值+0.3%
5月個人PCE物價指數年率。前值+1.1%
5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月率。預測-1.5%/-1.1%。前值+5.1%

■■英國脫歐英國脫歐
後後，，亞洲股亞洲股
市 相 對 抗市 相 對 抗
跌跌，，在周初在周初
急跌市中急跌市中，，
吸引基金及吸引基金及
實力投資者實力投資者
吸納吸納。。圖為圖為
韓國股市韓國股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