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月樓價漲跌榜月樓價漲跌榜
新樓環比漲幅前五新樓環比漲幅前五

■■丹東丹東 22%%

■■海口海口 11..99%%

■■三亞三亞 11..99%%

■■西安西安 11..66%%

■■太原太原 11..44%%

二手房環比漲幅前六二手房環比漲幅前六

■■西安西安 22..33%%

■■天津天津 11..77%%

■■丹東丹東 11..44%%

■■烏魯木齊烏魯木齊 11..44%%

■■太原太原 11..33%%

■■青島青島 11..3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

計局昨日公佈最新數據顯示，4月遼寧丹東新

樓價環比上漲2%，漲幅居內地之首，海口、

三亞、西安漲幅亦超過1.5%；一線城市樓價也

呈現漲幅擴大跡象，北京新建私樓環比漲幅擴

大，深圳環比由跌轉升。住建部日前已約談了

包括海口、三亞、西安等樓價漲幅較大城市的

負責人。專家指出，未來樓市調控或繼續收

緊，部分三四線城市加大調控的可能性較大。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台在即 大橋通行政策正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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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使用閒置自有資金

進行現金管理的進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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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理財受托方：上海農商銀行南匯新城支行
●委託理財金額：本次委託理財總金額為人民幣11,500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屬子公司使用自有資金進行現

金管理的餘額為人民幣4.80億元
●委託理財投資類型：保本型理財產品
一、委託理財概述
為提高閒置自有資金使用效率，2018年5月15日，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臨港」或「公

司」）與上海農商銀行南匯新城支行簽訂了購買人民幣11,500萬元的《上海農商銀行公司理財產品協議書》。
二、公司內部需履行的審批程序
公司於2017年12月18日召開了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和第九屆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使

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議案》，同意為提高閒置自有資金使用效率，增加資金收益，在保證日常經營運作資金
需求、有效控制投資風險的情況下，公司及下屬子公司擬使用最高額度不超過人民幣6億元閒置自有資金購買安全性高、
流動性好、有保本約定的短期理財產品或辦理銀行定期存款，期限自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批准之日起至
2019年4月30日。在上述額度內，資金可滾動使用。詳見公司於2017年12月19日披露的《關於使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現
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編號：臨2017-066號）。

三、委託理財協議主體的基本情況
公司購買的保本型理財產品受托方為上海農商銀行南匯新城支行，公司已對交易方當事人的基本情況、信用評級情

況及其交易履約能力進行了必要的盡職調查，認為交易對方具備履約能力。交易對方與本公司不存在關聯關係。
四、委託理財合同的主要內容
公司下屬子公司本次購買的總金額人民幣11,500萬元保本型理財產品具體合同內容如下：
（一）基本情況

委託方 受托方 理財產品名稱 產品 
性質

理財金額
（單位：萬元）

產品期限
及預計年化收益率

產品期限
（N天） 預計年化收益率

上海臨港 上海農商銀行南匯
新城支行

「鑫意」理財恆通N18136
期人民幣理財產品 保本型理財產品 11,500 180天 4.60%

（二）風險控制分析
公司及下屬子公司是在確保不影響正常經營的基礎上，根據公司閒置自有資金情況進行保本委託理財。本次購買的

是保本型理財產品，公司將建立台帳對理財產品進行管理，及時分析和跟蹤理財產品的進展情況，如評估發現可能存在
影響公司資金安全的情況，將及時採取措施，控制投資風險。公司將對資金使用情況進行日常監督，公司獨立董事、監
事會有權對資金的使用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必要時可聘請專業機構進行審計。

五、對公司經營的影響
公司在保證流動性和資金安全且不影響公司主營業務正常開展的前提下，運用部分閒置自有資金投資於保本型理財

產品，有利於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加資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屬子公司使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餘額為人民幣4.80億元。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8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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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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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元，B股每股現金紅利0.0188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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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22 － 2018/5/23 2018/5/23
Ｂ股 2018/5/25 2018/5/22 2018/6/4

●差異化分紅送轉： 否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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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8日的2017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二、分配方案
1. 發放年度：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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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919,277股為基數，每股派發現金紅利0.12元（含稅），共計派發現

金紅利134,390,313.24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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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22 － 2018/5/23 2018/5/23
Ｂ股 2018/5/25 2018/5/22 2018/6/4

四、分配實施辦法
1. 實施辦法
本次利潤分配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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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漕河涇開發區經濟技術發展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新橋資產經營有限

公司、上海市莘莊工業區經濟技術發展有限公司、上海九亭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
3. 扣稅說明
3.1  A股股東的現金紅利安排
（1）對於持有公司A股的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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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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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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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期限超過1年
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

按照上述通知規定，公司派發股息紅利時，公司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按照稅前每股0.12元人民幣發放現金紅利。
自然人股東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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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應納稅額，超過已扣繳稅款的部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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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於有限售條件流通股的A股自然人股東及證券投資基金的現金紅利，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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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稅後實際派發現金紅利
為每股人民幣0.108元。

（3）對於持有公司A股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股東，由公司根據國家稅務總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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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元。公司按稅後金額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發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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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利後自行向主管稅務機關提出申請。

（4）對於香港聯交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公司A股股票（滬股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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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稅後每股實際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0.108元。

（5）對於居民企業股東及其他機構投資者，公司不代扣代繳所得稅，由納稅人按稅法規定自行繳納所得稅，實際
派發現金紅利為稅前每股0.12元人民幣。

3.2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安排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由本公司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發放，B股現金紅利以美元支付。根據《公司章程》的規

定，美元與人民幣匯率按股利發放宣佈之日的前一個工作日，即2018年5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人民幣中間價
（1:6.3674）計算，每股發放現金紅利0.018846美元（含稅）。

（1）對於B股居民自然人股東（股東賬戶號開頭為C1的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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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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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期限超過1
年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

按照上述通知規定，公司派發股息紅利時，公司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按照每股0.018846美元發放現金紅利，待其
轉讓股票時，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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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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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於B股外籍自然人股東（股東賬戶號開頭為C90的股東），按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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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稅
前每股0.018846美元發放現金紅利。

（3）對於B股非居民企業股東（股東賬戶號開頭為C99的股東)，根據國家稅務總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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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稅後實際發放的現金紅利為每股0.016961美元。

五、有關諮詢辦法
聯繫地址：上海市松江區莘磚公路668號B座18樓
聯繫部門：董事會辦公室
聯繫電話：021-38295359
聯繫傳真：021-64852187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8年5月17日

4月新樓價升 丹東領跑內地
住建部約談12城市負責人 要求落實調控遏制投機

易居研究院根據統計局數據測算，4月
份內地 70城市樓價指數環比上漲

0.6%，漲幅明顯擴大；同比上漲5.3%，總
體上處於不斷收窄態勢。在70個大中城市
中，新建私樓環比上漲的城市多達58個，
其中38個城市漲幅超過0.5%。
一線城市中，雖然北上廣深新樓價格同

比仍保持負增長，也就是價格仍低於一年
前，但從環比看，北京漲幅由3月份的
0.1%擴大至0.2%；深圳由跌轉升，4月份上
漲0.1%，上海和廣州新樓價格環比則轉跌。

炒樓客投資轉向地級市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分

析，目前熱點城市逐漸降溫，環比增幅較
大的城市多集中在弱二線城市和三線城市
及部分熱點炒作城市。其中，丹東新樓價
格環比上漲2%領漲內地。嚴躍進認為，
丹東近期樓市躁動，表面上和朝韓關係復
甦有關，實際說明了當前房地產市場的一
種心態，即很多購樓者都在尋找「價格
低估、政策寬鬆、有概念支撐」的城
市，尤其是一些炒樓客在大城市購樓機
會不多的情況下，開始把投資目光轉向
地級市。
三亞、海口則以1.9%的漲幅居於第二、

三位，亦是海南自由貿易島政策刺激，吸
引大量投資客購買。

東北房地產正在復甦
從同比看，哈爾濱新樓價格漲幅最大，

達到12%，漲幅超過10%的還包括瀋陽、
大連、西安、烏魯木齊、南充、北海。嚴
躍進分析說，哈爾濱、瀋陽、大連等東北
城市樓價同比漲幅居前，顯示東北房地產
正在復甦，亦說明過去政策寬鬆的城市都
存在一波補漲的效應。
對於近期一些城市樓市升溫的現狀，5

月以來住建部已約談了三亞、海口、成
都、太原、西安、長春、哈爾濱、昆明、
大連、貴陽、徐州、佛山等12個城市政府
負責人，防止樓市調控出現反覆。

住建部的約談中對相關城市提出四項要
求，即認真落實穩樓價、穩租金的調控目
標；加快制定住房發展規劃，有針對性地
增加有效供給，抓緊調整土地和住房供應
結構，大力發展中小套型普通住房；加強
資金管控，有效降低金融槓桿，防範市場
風險；大力整頓規範市場秩序，加強預期
管理和輿論引導，遏制投機炒作，支持和
滿足群眾剛性居住需求。
目前被約談城市多已出台新調控措施，

收緊樓市政策。嚴躍進表示，部分地區
樓價反彈促使各類新的調控收緊，尤其
是收緊性的購樓政策和政策打補丁的做
法會增加。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國家統計局、、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記者海巖 整理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聞發言
人孟瑋昨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粵港澳
大灣區規劃在制定過程中，很快會出台實
施。其他相關的政策措施，也大多處於制
定過程中，將會成熟一項推出一項。另
外，港珠澳大橋運營準備的相關工作也在
抓緊開展，特別是對於車輛管理、日常運
營管理、突發應急管理等方面的跨界通行
政策，正在抓緊制定。

孟瑋指出，港珠澳大橋是在「一國兩
制」框架下，粵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
建共管的大型跨境交通基礎設施，目前
各項工程建設進展順利。
大橋主體工程已於今年2月完成交工

驗收，具備通車試運營條件。珠海連
接線工程已於去年底完成交工驗收，
珠海口岸建設工程已經全面完成，目
前正在查驗設備安裝調試。香港連接
線工程已基本完工，香港口岸正抓緊

推進旅檢大樓建設、內部裝修、消防
驗收等工作。澳門口岸和連接線工程
建設已經總體完成，正在開展口岸設
備安裝調試。

粵東城際鐵路建設規劃獲批
孟瑋表示，在做好大橋建設收尾工作的

同時，大橋運營準備的相關工作也在抓緊
開展，特別是對於車輛管理、日常運營管
理、突發應急管理等方面的跨界通行政

策，正在抓緊制訂。
另外，當日國家發改委批覆同意了粵東

地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方案，規劃項目總
投資約1,002億元人民幣，主要承擔以汕
頭、汕尾、潮州、揭陽為主要節點的城際
客運服務，實現汕潮揭地區中心城市「半
小時通勤圈」和粵東地區「一小時交通
圈」，為粵東地區提供公交化的快捷城際
旅客運輸服務，也有助於粵港澳大灣區內
的交通聯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
議，決定在全國推開外資企業設立商務備案
與工商登記「一口辦理」。
為推動高水平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會議決定，進一步簡化外資企業設立程序，
從6月30日起，在全國推行外資商務備案與
工商登記「一套表格、一口辦理」，做到
「無紙化」、「零見面」、「零收費」，大
幅壓減辦理時間。推動銀行、海關、稅務、
外匯等外資企業信息實時共享、聯動管理。
要加強督查，確保措施切實落地。

進一步促進物流降本增效
為進一步促進物流降本增效，會議確定，

一是從今年5月1日至明年12月31日，對物
流企業承租的大宗商品倉儲設施用地減半徵
收城鎮土地使用稅。同時，從今年7月1日
至2021年6月30日，對掛車減半徵收車輛
購置稅。二是今年底前，實現貨車年審、年
檢和尾氣排放檢驗「三檢合一」；簡併貨運
車輛認證許可，對未改變關鍵結構參數的車
型實行備案管理；取消4.5噸及以下普通貨
運從業資格證和車輛營運證；對貨運車輛推
行跨省異地檢驗；制定貨車加裝尾板國家標
準，完善管理。三是推動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費站；簡化物流企業分支機構設立手續。
採取上述措施，加上增值稅率調整後相應下
調鐵路運價，預計全年降低物流成本120多
億元人民幣。會議要求積極發展公路、鐵
路、水運多式聯運，進一步提升物流效率。

外資企業工商登記
將「一口辦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河
北雄安新區生態環境局昨日在雄安新
區掛牌，這是中國生態環境部組建後
掛牌的第一個地方生態環境局。該局
承擔雄安新區生態環境保護、城鄉各
類污染排放監管相關行政許可、行政
執法等管理職責。
河北省環境保護廳廳長高建民稱，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雄安新區建設的重
要基礎，也是新區發展的優勢與競爭
力。河北雄安新區生態環境局作為河
北省環保廳的派出機構，由河北省環
保廳和河北雄安新區黨工委、管理委
員會雙重管理，以河北省環境保護廳
管理為主。將雄縣、容城縣、安新縣
三地的環境保護局調整為河北雄安新
區生態環境局直屬分局，由河北雄安
新區生態環境局直接管理。
河北雄安新區生態環境局主要職責

有：建立健全生態環境基本制度；重
大環境問題的統籌協調和監督管理；
負責組織督促新區污染減排目標的落
實；負責從源頭預防控制環境污染；
負責環境污染防治的監督管理；擬訂
生態保護規劃，組織評估生態環境質
量狀況等。
據介紹，河北雄安新區生態環境局

從全省環保系統公開選聘的20名工作人員
即將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中國社會組織報告（2018）》昨天發
佈並指出，內地正加大簡政放權力度，
強力推進治理「紅頂中介」進程，官辦
行業協會商會脫鈎改革步入快車道。截
至去年底，參加試點的全國性協會商會

共438家，接近總數60%。改革後，超
過六成的行業協會商會服務質量、競爭
力大幅提升，在經濟新常態中發揮其獨
特優勢。
報告由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和社科文獻

出版社共同推出。報告指出，截至2015

年，內地行業協會商會數量已達到近7萬
個，並每年以10%到15%的速度增長。作
為自上而下官辦社團組織的典型，內地行
業協會商會總是以政府行政管理部門的助
手角色出現，行政化色彩濃厚，多數行業
協會商會獨立性不夠，在經濟生活中常被

稱為「紅頂中介」、「二政府」，「戴市
場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業的轎子、
收企業的票子、供官員兼職的位子」。
數據顯示，脫鈎後行業協會發展「兩極

分化」明顯，一部分發展前景堪憂，但超
過六成的行業協會商會服務質量、競爭
力大幅提升，在經濟新常態中發揮其獨
特優勢。

內地整改「紅頂中介」逾六成服務質量大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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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將推外資企業設立商務備案與工商登
記「一口辦理」。圖為天津一公司員工拿到
營業執照。 資料圖片

■■44月遼寧丹東新樓價格環比上漲月遼寧丹東新樓價格環比上漲22%%，，漲幅冠內地漲幅冠內地。。
圖為遊客在遼寧丹東欣賞中朝兩國風光圖為遊客在遼寧丹東欣賞中朝兩國風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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