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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董事會2017年第三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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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2017年6月30日以書面形式向全體董事發出了關於召開公司第九屆董
事會2017年第三次臨時會議（通訊方式）的通知，並於2017年7月6日召開。會議應參加表決董事7名，實際參加
表決董事7名。會議的召開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作出的決議合法有效。會議經審議通過
了以下議案：

一、審議通過《關於解散清算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的議案》
  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一毛條」）為公司下屬全資子公司，設立於2007年1月，註冊資
本為人民幣11832萬元，主營業務為毛條、毛紗、毛紡織品、紡織原料等。近年來，國內羊毛市場連續呈現價格
及銷量雙降的局面，上海一毛條主營業務持續虧損，且短期無法得到改變。截至2017年5月31日，上海一毛條總
資產9990.34萬元，淨資產9871.65萬元，2017年1月至5月實現營業收入31.33萬元，淨利潤26.40萬元（其中包
含固定資產處置利得56.95萬元）。
  為降低集團公司經營性虧損、進一步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公司董事會同意解散清算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
司，並授權經營班子具體辦理債權債務及資產處置、人員安置等相關事宜。
  如完成解散清算，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將不再納入公司合併報表範圍,但不會對公司整體業務和財務狀況
產生重大影響。對當期損益的具體影響額需在清算工作結束後方可確定，公司將根據相關信息披露規則對該事項
的進展情況予以披露。
  關於本次交易詳見公司同日披露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的相關公告。
  表決結果：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二、審議通過《關於掛牌轉讓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100%股權的議案》
  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重慶一毛條」）成立於2007年4月，由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上海
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出資人民幣7000萬元設立。近年來因受經營環境不利因素影響，該企業連續虧損，已自2015
年2月起停產。截至2017年5月31日，重慶一毛條總資產3271.31萬元，淨資產3262.40萬元，2017年1月至5月實
現營業收入0.18萬元，淨利潤65.54萬元（其中包含壞賬損失衝回146.69萬元）。
  鑒於重慶一毛條長期處於停產歇業狀態，且主要資產生產用地長期閒置，董事會同意公司通過重慶聯合產權
交易所公開掛牌轉讓所持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100%股權，掛牌底價為標的資產的評估價格3496.10萬
元。交易價格以實際成交價格為最終轉讓價格。
  董事會授權經營層在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辦理信息預披露事宜，並授權經營層按國有產權轉讓的有關規定辦
理本次股權轉讓的相關事宜。
  獨立董事就本次股權轉讓事項發表了獨立意見。關於本次交易及獨立董事意見詳見公司同日披露於上海證券
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的相關公告。
  表決結果：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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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解散清算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的公告

 
  三毛B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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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情況概述
  三毛B股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一毛條」）為公司下屬全資子公司，設立於2007年1月，
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1832萬元，主營業務為毛條、毛紗、毛紡織品、紡織原料等。近年來，國內羊毛市場連續呈
現價格及銷量雙降的局面，上海一毛條主營業務持續虧損，且短期無法得到改變。為降低集團公司經營性虧損、
進一步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公司於2017年7月6日召開第九屆董事會2017年第三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關於解
散清算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的議案》，同意解散清算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
  三毛B股根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清算註銷上海一毛條不涉及關聯交易，不構成重大資產重
組，本事項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二、解散主體基本情況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稱：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
  住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浦東大道1476-1482號1407、1408室
  成立時間：2007年1月12日
  類型：有限責任公司（外商投資企業法人獨資）
  註冊資本：人民幣11832萬元
  經營範圍：毛條、毛紗、毛紡織品、紡織原料、服裝服飾、五金交電、金屬材料的批發，毛條技術咨詢，經
營本企業自有產品及紡織原輔料的進出口業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股權結構：本公司出資人民幣11832萬元，佔其註冊資本的100%。
  （二）歷史沿革
  2006年，因公司名下位於楊樹浦路1056號沿江地塊被列入上海市黃浦江兩岸綜合開發規劃區域，為配合上
海城市環保改造規劃的實施，公司對在該地塊區域內的生產企業啟動環保搬遷，於2007年1月投資設立上海一毛
條，並由上海一毛條在重慶地區投資設立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重慶一毛條」），形成上海
地區以對外貿易為主，重慶地區以紡織製造為主的產業格局，完成了毛條生產的西遷工作。上海一毛條初始設立

擬投資金額為400萬元（第五屆董事會2006年第八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後兩次實施增資（第五屆董事會2006
年第九次臨時會議、第六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至人民幣11832萬元。 
  近年來，國內羊毛市場連續呈現價格及銷量雙降的局面，下屬生產基地重慶一毛條產量逐年下降並於2015年
停產（2016年8月，為減少公司管理層級，公司受讓了重慶一毛條100%股權。），上海一毛條長期處於主營虧損
的狀態。
  （三）主要財務指標（注1）

單位：人民幣 元 

財務指標 2017年5月31日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資產總額 99,903,398.58 115,070,223.84 116,685,897.96 114,352,492.06
負債總額 1,186,940.37 16,617,717.58 19,228,860.10 15,358,238.19
資產淨額 98,716,458.21 98,452,506.26 97,457,037.86 98,994,253.87
營業收入 313,348.45 59,057,881.18 43,415,612.17 64,179,684.88
淨利潤（注2） 263,951.95 995,468.40 -1,537,216.01  -6,401,533.60

  注1：以上主要財務數據經具有證券期貨從業資格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審計，文號：信會
師報字[2017]第ZA15535號。
  注2：上海一毛條2016年度淨利潤為99.55萬元，其中包含向集團公司轉讓重慶一毛條100%股權所產生的投
資收益404.52萬元； 2017年1-5月，上海一毛條淨利潤為26.40萬元，其中包含固定資產處置利得56.95萬元。剔
除以上因素，上海一毛條在上述報告期均為虧損。

三、解散清算對公司的影響
  上海一毛條為公司全資子公司，受近年來羊毛市場不利經營環境影響，主營業務長期處於虧損狀態。為降低
集團公司經營性虧損、進一步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公司決定解散清算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 
  解散清算完成後，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將不再納入公司合併報表範圍,但不會對公司整體業務和財務狀況
產生重大影響。對當期損益的影響額需在清算工作結束後方可確定，具體數據以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後的財務報
告為準。公司將根據相關信息披露規則對該事項的進展情況予以披露。
  本公司不存在為上海一毛條提供擔保、委託理財的情形；該公司不存在佔用本公司資金的情況。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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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掛牌轉讓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

100%股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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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決定將全資子公司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100%股權，以評估價格3496.10萬元為底價在重慶聯合產
權交易所公開掛牌轉讓。
˙本次交易未構成重大資產重組。
˙本次交易的實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本項交易已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2017年第三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本次交易尚需完成
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相關授權部門備案後方可實施。
˙本次交易系通過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轉讓，交易成功與否存在不確定性，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一、交易概述
  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重慶一毛條」）成立於2007年4月，由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上海
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出資人民幣7000萬元設立。近年來因受經營環境不利因素影響，該企業連續虧損，已自2015
年2月起停產（公司第八屆董事會2015年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2016年8月，基於減少管理層級考量，公
司受讓了重慶一毛條100%股權（第九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目前，重慶一毛條為本公司的二級全資
子公司。為提高公司資金使用效益，公司於今年初對重慶一毛條實施減資（第九屆董事會2017年第一次臨時會議
審議通過），減資後重慶一毛條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800萬元，仍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因重慶一毛條長期處於停產歇業狀態，且主要資產生產用地長期閒置，為進一步優化公司的資產和業務結
構、提高資金使用的效益和質量，公司於2017年7月6日召開第九屆董事會2017年第三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
《關於掛牌轉讓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100%股權的議案》，同意公司按照國有產權轉讓的有關規定，通
過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轉讓所持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100%股權，掛牌底價為標的資產的評估
價格3496.10萬元。交易價格以實際成交價格為最終轉讓價格。公司獨立董事對本項議案發表了獨立意見（詳見
公司同日披露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的相關公告）。
  本次交易將通過公開掛牌的方式轉讓，最終受讓方尚不確定。如最終受讓方與公司構成關聯關係，公司將按
相關規則履行必要的程序並及時披露信息。
  本次交易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
  本次交易尚需完成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相關授權部門備案後方可實施。

二、交易各方當事人情況介紹
  本次交易採取公開掛牌轉讓方式，交易對方尚未確定。公司將根據掛牌進展情況，及時披露交易對方及相關
後續進展情況。

三、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一）基本信息
  1、公司名稱：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
  2、住所：重慶市豐都縣名山鎮白沙沱
  3、成立時間：2007年4月3日

  4、類型：有限責任公司（法人獨資）
  5、註冊資本：人民幣3800萬元
  6、經營範圍：原毛、毛條的生產、加工和銷售；下腳毛的銷售；紡織原料、針紡織品、服裝、服飾的批發
和銷售；原毛、毛條、毛紡製品等貨物的進出口【以上經營範圍國家法律法規禁止經營的不得經營，國家法律法
規限制經營的須許可和審批後方可經營】
  7、權屬狀況說明
  重慶一毛條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不存在抵押、質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轉讓的情況；不涉及訴訟、仲裁事項
或查封、凍結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礙權屬轉移的其他情況。
  8、最近一年又一期財務報表的賬面價值（注1）

單位：人民幣 元

財務指標 2017年5月31日（經審計） 2016年12月31日（經審計）
資產總額 32,713,120.01 64,029,548.50
負債總額 89,124.18 61,000.00
資產淨額 32,623,995.83 63,968,548.50
營業收入 1,848.00 396,825.38
淨利潤（注2） 655,447.33 -4,812,125.40

  注1：以上數據均經具有證券期貨從業資格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審計，文號：信會師報字
[2017]第ZA15534號。
  注2：2016年度，重慶一毛條淨利潤為-481.21萬元，其中包含向集團公司轉讓下屬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
100%股權取得的投資收益245.18萬元；2017年1至5月，重慶一毛條淨利潤為65.54萬元，其中包含壞賬損失衝回
146.69萬元。

  （二）標的資產評估情況
  1、評估機構
  公司委託具有證券期貨從業資格的銀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對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擬股權轉
讓所涉及的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出具專項評估報告【銀信評報字（2017）滬第0619
號】。
  2、評估基準日：2017年5月31日
  3、評估方法：資產基礎法、市場法
  4、評估結論：
  （1）資產基礎法評估結論
  在評估基準日2017年5月31日，被評估單位淨資產賬面值3262.40萬元。資產基礎法評估結論為：
  資產賬面金額3271.31萬元，評估值3505.01萬元，評估增值233.70萬元，增值率7.14%；
  負債賬面值8.91萬元，評估值8.91萬元，評估無增減值；
  淨資產賬面值3262.40萬元，評估值3496.10萬元，評估增值233.70萬元，評估增值率7.16%。
  （2）市場法評估結論
  在評估基準日2017年5月31日，被評估企業經審計後的淨資產賬面值3262.40萬元，採用市場法評估後評估值
3397.00萬元，評估增值134.60萬元，評估增值率4.13%。
  （3）最終評估結果的選取
  資產基礎法評估結論為3496.10萬元，市場法評估結論為3397.00萬元，差異金額-99.10萬元，以資產基礎法
評估值為基數計算差異率-2.83%。
  兩種評估結果差異原因為：市場法-交易案例比較法是基於同一產權交易所的收購及合併案例應該具有相同
或類似交易價格的理論推斷，對可比交易標的公司所處行業、規模大小等可確認的因素進行了分析、比較，但由
於企業間仍存在不可確認的個體差異（如具體經營業務的不同、經營階段的不同、經營區域的不同、企業技術管
理水平的不同等）以及交易案例本身可能存在的非市場價值因素，對於上述個體差異很難與被評估單位進行直接
比較，同時考慮到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尚需培育和完善，資本市場對於企業的價值發現功能尚有一定的局限
性，致使市場法在股東權益價值評估過程中的應用存在許多限制，故市場法僅作為驗證方法使用。
  通過以上分析，針對本次評估目的和被評估單位實際狀況，資產基礎法是最直接的途徑和最有效的評估方
法，能夠更科學、更具體、更客觀地反映企業股東全部權益價值，故本次評估以資產基礎法評估結果最終確定評
估結論，即被評估單位於評估基準日的股東全部權益價值為3,496.10萬元（大寫：人民幣三仟肆佰玖拾陸萬壹仟
元整）。
  5、交易標的定價情況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根據銀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評估報告【銀信評報字（2017）滬第0619號】，截止2017年5月31日，
標的資產重慶一毛條100%股權淨資產評估值為3496.10萬元。鑒於上述評估結果，本次掛牌底價定為人民幣
3496.10萬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內容及履約安排
  公司將通過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辦理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100%股權的信息預披露並公開掛牌轉讓
標的資產，最終交易對方和交易價格將通過公開掛牌確定。公司將在掛牌轉讓受讓方確定後簽署有關股權轉讓協
議，並履行相關信息披露義務。截至目前，本次交易暫無合同或履約安排。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相關事項
  本次交易事項不涉及人員安置問題，涉及標的公司債權債務由轉讓後的標的公司繼續承繼。

六、本次交易對公司的影響
  因重慶一毛條已停產兩年有餘，主要資產生產用地長期處於閒置狀態，且地處重慶豐都，不便於管理。為進
一步優化公司的資產和業務結構、提高資金使用的效益和質量，公司決定公開掛牌轉讓重慶一毛條100%股權。
  本公司不存在為重慶一毛條提供擔保、委託理財的情形；該公司不存在佔用本公司資金的情況。
  本次股權轉讓完成後，重慶一毛條將退出公司合併報表範圍。交易如按正式掛牌底價成交，公司將實現約
200萬元的非經常性利潤。本次交易對公司經營和財務狀況的最終影響尚待產生交易實際成交價格後確定。

七、備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屆董事會2017年第三次臨時會議決議；
  2、公司獨立董事發表的獨立意見；
  3、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審計報告及財務報表（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止期間）【信會師
報字[2017]第ZA15534號】
  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擬股權轉讓所涉及的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
值評估報告【銀信評報字（2017）滬第0619號】。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七月七日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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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現金紅利0.17元，B股每股現金紅利0.024746美元

●相關日期

股份類別 股權登記日 最後交易日 除權（息）日 現金紅利發放日
Ａ股 2017/7/12 －

2017/7/13
2017/7/13

Ｂ股 2017/7/17 2017/7/12 2017/7/24

●差異化分紅送轉： 否

通過分配方案的股東大會屆次和日期
本次利潤分配方案經公司2017年5月25日的2016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分配方案
1. 發放年度：2016年年度
2. 分派對像：
截至股權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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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股東。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潤分配以方案實施前的公司總股本1,122,412,893股為基數，每股派發現金

紅利0.17元（含稅），共計派發現金紅利190,810,191.81元。
相關日期

股份類別 股權登記日 最後交易日 除權（息）日 現金紅利發放日
Ａ股 2017/7/12 －

2017/7/13
2017/7/13

Ｂ股 2017/7/17 2017/7/12 2017/7/24

分配實施辦法
1. 實施辦法
（1）無限售條件流通股的紅利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通過其資金清算系統向股

權登記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登記在冊並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各會員辦理了指定交易的
股東派發。已辦理指定交易的投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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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辦理指定交易後再進
行派發。

（2）派送紅股或轉增股本的，由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根據股權登記日上海證券交
易所收市後登記在冊股東持股數，按比例直接計入股東賬戶。

2. 自行發放對像
下列股東的現金紅利由公司直接發放：上海金橋（集團）有限公司（含有限售條

件流通股現金紅利）、上海國際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3. 扣稅說明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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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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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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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按照每股0.17
元人民幣實際發放現金紅利（含稅）。

待上述股東轉讓股票時，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機構從其資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中登上海分公司，公司委託中登公司上
海分公司繳納個人所得稅。

具體實際稅負為：持股期限超過1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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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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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持有公司A股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2009年1月23日頒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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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稅率統一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後每股實際發放現金紅利
0.153元人民幣。如相關股東認為其取得的股息、紅利收入需要享受稅收協定（安排）
待遇的，可按照規定在取得股息、紅利後自行向其主管稅務機關提出申請。

（3）對於持有公司A股的香港市場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
上述股東的現金紅利由本公司通過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義持有人（香港中央

結算有限公司）賬戶以人民幣派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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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
司按照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稅後每股實際發放現金紅利0.153元人民幣。

（4）對於持有公司A股的其他法人投資者，其股息紅利所得由其自行納稅，本公
司將不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按照每股0.17元人民幣實際發放現金紅利（含稅）。

3.2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對於持有公司B股的股東，按照公司2016年度股東大會決議日後的第一個工作日

（即2017年5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1︰6.8698）折
算，每股派發現金紅利0.024746美元（含稅）。對於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本公司均委
託中登上海分公司發放。

（1）對於持有B股的非居民企業，根據國家稅務總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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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國稅函〔2009〕394號）的有關規定，本公
司將按10%稅率履行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的義務，扣稅後的現金紅利為每股0.022271
美元，即本公司委託中登上海分公司向股東賬戶號碼介於C990000000-C999999999之
間的本次分派對像發放稅後現金紅利每股0.022271美元。

（2）對於持有B股的居民個人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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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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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規定，本公司暫不
扣繳個人所得稅，按照每股0.024746美元實際發放現金紅利（含稅）。

待上述股東轉讓股票時，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機構從其資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將於次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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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期限超過1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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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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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對於持有B股的非居民個人股東（即股東賬戶號碼介於C900000000-
C909999999之間的本次分派對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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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按照每股0.024746美
元實際發放現金紅利（含稅）。

有關咨詢辦法
聯繫地址：上海市浦東新區新金橋路27號10號樓2樓
聯繫部門：董事會辦公室
聯繫電話：021-50307702、38726842、021-50301533（傳真）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7年7月7日

證券代碼：600639　900911　　　　　　　　　　　　　　　　　　　　　證券簡稱：浦東金橋　金橋B股　　　　　　　　　　　　　　　　　　　　　公告編號：2017-015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權益分派實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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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現金紅利0.035元，B股每股現金紅利0.005100美元

˙相關日期

股份類別 股權登記日 最後交易日 除權（息）日 現金紅利發放日
A股 2017/7/12 －

2017/7/13
2017/7/13

B股 2017/7/17 2017/7/12 2017/7/26

˙差異化分紅送轉： 否
  通過分配方案的股東大會屆次和日期
  本次利潤分配方案經公司2017年5月26日的2016年年度股東大會審
議通過。

˙分配方案
1、發放年度：2016年年度
2、分派對像：
    截至股權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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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登記
在冊的本公司全體股東。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潤分配以方案實施前的公司總股本866,689,830股為
基數，每股派發現金紅利0.035元（含稅），共計派發現金紅利
30,334,144.05元。

相關日期

股份類別 股權登記日 最後交易日 除權（息）日 現金紅利發放日
A股 2017/7/12 －

2017/7/13
2017/7/13

B股 2017/7/17 2017/7/12 2017/7/26

分配實施辦法
1、實施辦法
    無限售條件流通股的紅利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通過其資金清算
系統向股權登記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登記在冊並在上海證券交易
所各會員辦理了指定交易的股東派發。已辦理指定交易的投資者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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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紅利暫由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辦理指定交易後再進行派
發。
2、自行發放對像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3、扣稅說明
    （1）對於持有公司A 股的個人股東和證券投資基金。
    根據財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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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財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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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如股東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個人從公開發行和轉讓市場
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轉讓交割該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續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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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

稅負為10%；持股期限超過1年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得
稅。按照上述規定，公司派發股息紅利時，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個
人和證券投資基金轉讓股票時，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根據其持股期限
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機構從個人或證券投資基金資
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公司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
公司按相應的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
    持有 A 股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按國家稅務總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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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50元。公司按稅後金額委託中
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發放。 
    對於其他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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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持有 B 股的股東,按2016年年度股東大會後的第一個工作
日 （2017年5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兌換人民幣的中間
價（即1美元兌換人民幣6.8633元），折算後B股每股現金紅利為
0.005100美元（含稅）。持股 B 股的股東,公司均委託中國結算上海
分公司發放。
    其中：①對於B股居民個人股東，根據財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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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財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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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如股東的持股期限（持股
期限是指個人從公開發行和轉讓市場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轉讓交
割該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續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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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稅負為10%；持股期限超過1年
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按照上述規定，公司派發股
息紅利時，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個人股東轉讓股票時，中國結算上
海分公司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機構
從個人資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中國結算上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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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B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根據國家稅務總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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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國稅函〔2009〕
394 號）的有關規定，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公司現委
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對本次B股分紅股權登記日登記在冊的賬戶號
碼介於C990000000-C999999999 之間的股東（簡稱「C99賬戶股
東」）按稅後金額發放現金紅利每股0.004590美元。
    ③ 對於 B 股非居民個人股東(賬戶號碼介於 C900000000  - 
C909999999 之間的股東),按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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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100美元發放。
    （3）如非居民股東存在需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等情況的，可按照規
定在取得股息紅利後自行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退稅等後續事宜。
    有關諮詢辦法
    聯繫部門：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秘書室
    聯繫電話：021-60652207  
    聯繫地址：上海市軍工路2636號   
    聯繫傳真：021-65749845
    郵編：200438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7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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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權益分派實施公告

香港文
匯 報 訊
移動互聯
時代，信
息海量、
開放、平
等，但也
因 「 超
載」遭受
詬 病 。
「如何實
現信息與
人更為精

的連接」，不僅是行業未來探索的方
向，也是基於興趣的推薦新聞APP的發
展方向。
為用戶推送最優且有價值的內容，除了
數據深度和廣度的累積，還要讓數據更
「聰明」。也就是說，對潛在需求數據進
行深度學習，利用人工智慧技術找出媒
介、用戶、信息中更高價值的內容。
據香港頭條大數據公司負責人介紹，公
司已於今年7月1日發佈「香港頭條」APP

客戶端，在香港上線。香港頭條總裁盧傑
稱，「作為一款立足於香港本土服務的聚
合信息APP產品，香港頭條堅持本土化、
定制化、智能化、平民化，以大數據推薦
演算法+人工智慧精準推薦內容，為用戶推
薦有價值的信息，為鏈接人與信息提供渠
道平台」。

冀逐漸演進到信息找人
相比於傳統的新聞客戶端，香港頭條更

強調信息的融合、共用與對焦、人與信息
的黏性和定制化。借助強大的技術平台，
通過對用戶行為的記錄、分析、關聯，計
算出用戶偏好和社群、場景關係網絡，據
此聚合相關信息、通過權重計算進行優先
級別推送，並形成關聯用戶興趣圖譜，不
斷將信息社群化、場景化，使信息從無形
到有形，從無垠到有效，使人類獲得信息
的方式由過去傳統的人在找信息，逐漸演
進到信息找人。
香港頭條技術總裁鄒鴻強表示，「希

望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科技手段，為
各傳統新聞媒體、政府、自媒人提供一

個統一的
信息分發
平台，使
香港人7×
24 小時不
間斷地獲
取重大、
突發新聞
信息，為
本地用戶
提供資訊
服務，最
終使香港
頭條發展
成香港資
訊最全面
的移動端
聚 合 平
台。」
據悉，香港頭條大數據股份有限公司是

由谷尼國際軟件（中國）有限公司、雄港
創投有限公司、明昇環球有限公司等大數
據技術公司及創投公司共同出資組建。

■圖為香港頭條APP截圖。

■香港頭條總裁盧傑表示，冀
為用戶推薦有價值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 萬達集團昨宣佈其半
年業績，上半年公司實現收入1,348.5億元
（人民幣，下同），完成年度計劃的
51.1%，同比增長12.4%；其中服務業務
收入貢獻佔比達57.9%，佔比進一步提
高。
萬達集團官網顯示，去年10月萬達旅

業的資產和業務與同程網合併，今年起萬
達旅業的業績不再與萬達集團合併計算。
若剔除萬達旅業因素，萬達集團上半年可
比營收數據同比增長17.9%。
上半年萬達商業收入達735億元，同比

增加14.2%。其中：地產業務收入563.4

億元，完成上半年計劃的119.2%，同比
增加11.3%；租金收入116.9億元，完成
上半年計劃的 102.2% ， 同 比增加
34.3%，租金收繳率100%。
構成萬達服務產業重要支柱的萬達文

化集團和萬達金融集團，上半年分別貢獻
收入308億元和206億元，同比增速分別
達5.9%和46.8%。
去年全年萬達集團實現營收2,549.8億

元，同比增長3.4%；其中服務業收入佔
比55%，歷史上首次超過房地產收入。
今年初公司提出目標，計劃今年全年實現
營收2,658億元。

吉利汽車上調全年銷量目標1成
香港文匯報訊 吉利汽車（0175）昨

宣佈，將2017年全年的銷量目標上調一
成至110萬部，因應產品銷售表現持續強
勢，以及今年餘下時間市場對公司將推出
的新車型的初始良好反應。
此外，吉利汽車表示，其6月汽車總銷

量同比增長91%達88,773部，按月升約
16%；月內出口量則按年減少16%至804
部；綜合上半年的總銷量為530,627部，
同比升89%，達原來全年銷售目標100萬
部的53%。吉利汽車昨收報17.18元，跌
0.6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