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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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元，B股每股現金紅利0.0067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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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7/2 －

2018/7/3
2018/7/3

B股 2018/7/6 2018/7/2 2018/7/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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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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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689,830股為
基數，每股派發現金紅利0.043元（含稅），共計派發現金紅利
37,267,662.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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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7/2 －

2018/7/3
2018/7/3

B股 2018/7/6 2018/7/2 2018/7/16

四、分配實施辦法
1.  實施辦法
    除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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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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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年度股東大會後的第一個工作
日 （2018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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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63元），折算後B股每股現金紅利為
0.0067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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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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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7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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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有關資詢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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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27日

證券代碼：600841  900920               證券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公告編號：臨2018-021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權益分派實施公告

證券代碼：600320、900947    證券簡稱：振華重工、振華B股  公告編號：2018-014

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公司2017年年度股東大會於2018年6月26日在公司召開, 採用現場投票和網絡
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審議通過以下議案：一、《2017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二、
《2017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三、《2017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四、《2017
年度總裁工作報告》五、《2017年年度報告全文及摘要》六、《2017年度財務工
作報告》七、《2017年度公司利潤分配方案》八、《關於獨立董事津貼的議案》
九、《關於公司向金融機構申請2018年度綜合授信額度的議案》十、《關於2018
年度聘用境內審計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十二、《關於委託參股子公司股東會投
票權的議案》十三、《關於公司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十四、《關於公司監事
會換屆選舉的議案》。議案十一、《關於與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簽訂日常
關聯交易框架協議的議案》未通過。

公司聘請的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達健、張樂天律師鑒證了本次股東會議並
出具了法律意見書，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7日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鄺錦蓉）海洋公園將於6月30日至9月2日舉辦

「動夏嘉年華」，海洋公園主席孔令成昨日表示，嘉年華投資額超過3,700萬

元，提供巡遊、雜技、不同表演和設施予遊客，當中「加勒比夏日巡遊」、

「火熱奇技大匯演」、「韻律水精靈」、「夏日街頭表演」更陣容鼎盛。根據

往年經驗，預計將有百萬人次在暑假期間入場。

海園嘉年華 動夏舞森巴
斥資逾3700萬打造 戰舞巡遊韻律泳料吸百萬人次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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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書迷
期盼的年度盛事香港書展即將開
鑼。今年將於7月18日至24日於灣
仔會展舉行，破紀錄有來自全球37
個國家及地區、合共680家參展商參
與，場內外還將合共舉行逾700場文
化推廣和交流活動。今屆書展主題

是「『從香港閱讀世界』問世間情
為何物」，主辦方、貿發局副總裁
周啟良指，今年以愛情文學為主
題，盼增加書展的文化蘊涵，預計
入場書迷逾百萬人次。
周啟良說，書展一直深受書迷追

捧。去年雖然遇到颱風，入場人次

仍達99.7萬，而近年入場人次均逾
百萬，希望今年書展順風順水。
他說，歷屆入場書迷中有約十分

一是境外人士，顯示書展在整個大
中華地區的影響力。參展商比去年
增加1.5%，為歷屆之最。今年文
化活動顧問團選定愛情文學為年度
主題，希望廣大書迷能從芸芸優秀
愛情文學作品中，對世界真情有更
深入體會，盡情享受閱讀的樂趣。
周啟良續說，大會還將聯同世界

各地的出版商及文化推廣機構，透
過豐富的文化活動，引領讀者認識
不同題材的書籍，進一步拉近各地
的文化距離。
周啟良介紹，為配合年度主題，

書展三樓展覽廳外的「文藝廊」，
設有「文間有情」、「絲路光
影」、「中華文化漫步──浙江
行」及「文化瑰寶──粵劇」四個
專區。
「文間有情」分別介紹愛情小說

作家張愛玲、徐速、亦舒、依達、
林燕妮、深雪、林詠琛、鄭梓靈、
天航及Middle，其中展出這10位作
家的珍貴藏品，包括絕版小說和手
稿，並播放由作品改編而成的影視

作品和舞台劇選段。
周啟良表示，今年書展設有八大講

作系列，廣邀各地作者與讀者分享寫
作心得，包括張抗抗、北島、龍應
台、幾米、李歐梵、李長聲和戴小華
等，並增設「追念劉以鬯先生──
『文壇宗師』的花樣百年」紀念活
動，藉此向這位文壇巨人致敬。除了
會場內的新書推介、講座等活動，還
與各協辦機構在香港各區舉辦300多
場文化推廣活動，增加市民閱讀興
趣。
去年深受歡迎的「香港運動消閒博

覽」今年繼續同場舉行，讓入場者
「有得睇有得玩」。

作家：創作要「出賣朋友」
愛情小說作家深雪、鄭梓靈昨日

見記者，她們將於書展期間主講愛
情小說講座。她們表示創作靈感除
了自身經歷，還肯定要「出賣朋
友」、講述朋友的愛情故事。深雪
相信愛情天注定，難以強求，哀傷
的愛情也是美麗。
鄭梓靈認為愛與恨難分割，她喜

歡寫敢愛敢恨的故事，因愛成恨也
可以很感人。

書展「問情」680展商破紀錄

動夏嘉年華
活動日期

入場時間

入場費用

重點活動

資料來源：海洋公園

整理：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鄺錦蓉

6月30日至9月2日

早上10時正至晚上8時正

成人480元
小童（3歲至11歲）240元

加勒比夏日巡遊、加勒比
夏夜巡遊

火熱奇技大匯演

威威嬉水泡泡陣

韻律水精靈

夏日街頭表演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鄺錦
蓉）早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財政
預算案中表示，會合共撥款3.1億元
支持海洋公園發展教育旅遊項目。
海洋公園主席孔令成昨日表示，海
洋公園會為本地中小學生提供1萬
張免費入場券，現時學校申請反應
熱烈，受惠學生有需要完成學習的
項目，也會從中選出一二百名對海
洋生態和保育有興趣的學生，培訓
成為海洋公園大使。
孔令成指由於過去半年訪港旅客

增加，相信海洋公園會受惠。而海
洋公園行政總裁李繩宗亦指，隨着
港珠澳大橋的落成，望能增加人次
入場。
李繩宗表示除了在本地推廣「動

夏嘉年華」，也有向世界各地，包
括內地、台灣、東南亞等地增加宣
傳，希望可以吸引五湖四海的遊客
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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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園「動夏嘉年華」投資超過3,700萬
元，邀請了全球過百位表演精英來港。當

中「加勒比夏日巡遊」集合50位海外精英，以
華麗的海洋生物、野生動物及雀鳥為主題的服
飾隆重登場，更會加上高蹺演出和動物造型的
巨偶勁歌熱舞，沿途也會與觀眾近距離互動，
帶動全場氣氛。
入夜後，「加勒比夏夜巡遊」表演隊伍就會
身穿被燈飾點綴的夜光服飾，繼續與遊人狂歡。
孔令成表示，首次以動物為主題的夏日派
對，相信能夠為遊客帶來嶄新體驗，預計有百
萬人次在暑假期間入場。海洋公園更邀請明星
唱跳組合「草蜢」拍攝廣告，歡唱經典歌曲
《忘情森巴舞》。

傳奇戲團參演 展拗腰神技
在怡慶坊舉行的「火熱奇技大匯演」，是集
合音樂、舞蹈、雜技於一身的高難度表演，曾
參與著名太陽戲團長達13年的表演者Ebon
Grayman也會有精彩演出。而三次創下蓮步舞

健力士世界紀錄的Shemika Campbell，更會在
演出中展示拗腰神技，還有各式高難度奇技表
演及舞蹈精彩呈現，完場後遊人更可以與表演
者合照留念。
來自加拿大的國家級韻律泳團，更首次來港

展現優美的「韻律水精靈」水中芭蕾匯演，表
演隊伍會合拍展現舉手踢腳、翻身旋轉等動
作，並與音樂完美同步，帶來視聽享受。
「夏日街頭表演」也將會在全園各區上演，

包括舞蹈與武術糅合的「巴西戰舞陣」、「街
頭鼓動樂」擊鼓表演、活力十足的「熱夏Fever
啦啦隊」和街舞表演「熱夏動感派」，讓遊客
體驗狂熱氣氛。

消暑泡泡池 盡享親子樂
小朋友也可以在威威天地遊玩消暑設施，

「威威嬉水泡泡陣」可以讓遊人浸沒在泡泡池
中，小朋友也可以暢玩七彩噴泉、水簾拱門等
設施，讓一家大小可以消暑嬉水，享受親子
樂。

■■海洋公園打造最盛大的海洋公園打造最盛大的
「「動夏嘉年華動夏嘉年華」」揭幕禮揭幕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Shemika Campbell展示拗腰神技。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火熱奇技大匯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 周 啟 良
(左三)為今
年書展主題
揭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殷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