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芝蓮吝給星 老廣鬧爆
穗僅8餐廳獲一星評級 專家：未上榜不代表未達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都說「食在廣

州」，不過在昨天發佈的首版廣州米芝蓮指南卻令不少老饕

大跌眼鏡，僅8家粵菜餐廳摘得一星評級，二星三星空缺。

港人熟悉的白天鵝玉堂春暖餐廳、利苑酒家榜上有名，老字

號陶陶居、蓮香樓等則名落孫山，不少市民認為此榜單不能

代表廣州餐飲的真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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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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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元人民幣（含稅），B股每股現金紅利0.002345美元（含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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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7/5 －

2018/7/6
2018/7/6

Ｂ股 2018/7/10 2018/7/5 201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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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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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91,343股為基數，每股派發現金紅

利0.015元（含稅），共計派發現金紅利3,014,870.15元（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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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7/5 －

2018/7/6
2018/7/6

Ｂ股 2018/7/10 2018/7/5 2018/7/17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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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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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的自然人股東、證券投資基金
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證監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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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派發
股息紅利時，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按照每股0.015元人民幣（含稅）實際發放現金紅
利。待上述股東轉讓股票時，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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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結算上海分公司，公司委
託中國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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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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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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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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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關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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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5元人民幣。如相
關股東認為其所取得的股息、紅利和利息收入需要享受稅收協定（安排）待遇的，按
照規定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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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義持有人賬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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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關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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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5元人民幣。

（4）對於其他機構投資者和法人股東
上述股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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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元人民幣（含稅）實際發放現金紅利。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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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發放，B股現金紅利以美

元支付。根據《股份有限公司境內上市外資股規定的實施細則》的有關規定，美元與
人民幣匯率按公司2017年度股東大會決議日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即2018年5月28日中
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1：6.3962）計算，每股派發現金紅利
0.002345美元（含稅）。

（1）對於持有B股的非居民企業（股東賬戶號碼以C99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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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統一按10%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
得稅，扣稅後實際發放的現金紅利為每股0.002111美元。

（2）對於持有B股的居民自然人股東（股東賬戶號碼以C1開頭）
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證監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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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345美元（含稅）實際發放現金紅利。

待上述股東轉讓股票時，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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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中國結
算上海分公司將於次月5個工作日劃付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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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持有B股的外籍自然人股東（股東賬戶號碼以C90開頭），根據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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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關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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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按每股0.002345美元（含稅）實際發放現金紅利。

五、有關咨詢辦法
聯繫地址：上海市黃浦區斜土路791號C幢
聯繫部門：董事會辦公室
聯繫電話：021-63059496、021-63018850（傳真）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9日

中國飲食文化豐富多彩，而粵菜
更是其中重要一支。廣州是米

芝蓮全球第 32 站城市， 炳勝公
館、炳勝私廚、惠食佳（海珠）、
文華東方酒店中餐廳「江」、愉粵
軒、玉堂春暖、麗軒、利苑（越
秀），共8家餐廳獲得一星評級。8
家餐廳全是粵菜，其中一半是五星
級酒店餐廳。

無二三星惹網友質疑
港人熟悉的如白天鵝玉堂春暖，
於1983年2月營業至今，在各種專
業評選中獲獎無數，曾迎來眾多國
家元首政要的到訪。玉堂春暖的招
牌菜「白切葵花雞」，更是用每天
從農場運來的以葵花籽餵食的新鮮
肉雞製作。同樣為港人熟悉的利苑
酒家（越秀）推崇傳統粵菜，提供
的老火靚湯和脆皮烤豬肉讓人食指
大動。
不過，廣州不少民眾和遊客，對

於美食雲集的廣州在米芝蓮榜單上
的這一成績並不滿意，不少人對於
僅有最後的榜單上沒有二星、三星
餐廳入圍感到不服氣。網友「不准
吃飯」在「米芝蓮指南」的官方微

博下留言說：「整個廣州沒有一家
二星，你是認真的嗎？」

倡業內思考學習提升
廣州人向來以務實著稱，對於

美食的態度，也一直是不在乎外
表多好看，店舖多奢華，只關注
出品。廣州市旅遊學校烹飪管理
系主任馬健雄認為，很多餐廳沒
有上榜，並不代表它們沒有達到
這個標準。
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旅遊管理系主

任、教授文吉表示，這次米芝蓮榜
單發佈的更大意義是讓全世界有了
一個了解廣州文化的平台，粵菜在
不同階段面臨升級的考驗，米芝蓮
指南有一定的權威性，業內可思考
可學習，從中認識到可提升的空
間。
知名食評人勞毅波表示，餐飲業

內相當一部分新銳從業者和食評人
認為，米芝蓮指南有助於「食在廣
州」推向國際化。目前廣州餐飲業
競爭更多集中在廚房，但樓面服務
普遍不足，勞毅波認為這與大環境
有關，也是一些餐廳沒有達到米芝
蓮評選標準的原因。

部分一星餐廳招牌菜
1、炳勝私廚（見左圖，下同）：
斗門膏蟹炆黑毛節瓜

2、炳勝公館：
黑叉燒

3、玉堂春暖：
白切葵花雞

4、利苑（越秀店）：
老火靚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整理

網友熱議
「hugo的一些事一些情」：
之前米芝蓮上海榜單發佈的時候，
上海很多朋友都不高興，因為居然
三星是粵菜，二星也有粵菜，怎麼
沒有本幫菜？今天，廣州米芝蓮的
榜單發佈了，上海的朋友應該高興
了吧，廣州居然連一家二星、三星
的餐廳都沒有，證明好的粵菜都跑
到上海去了。

「蠢爆炸魔法水」：
米芝蓮吃的不止是味道，更多是環
境，廣州好吃的小吃檔很多，但是
達不到米芝蓮。

「彤彤Hilty_Man」：
街頭巷尾的溫度遠比米芝蓮的星星
來得重要，廣州人吃的是人情味，
沒那麼講究形式和標誌。

「是喵口醬」：
廣州米芝蓮推薦並不如人意。推薦
的店家明顯不是同一個level的，有
幾家出品真的是不出挑，在家附近
都很少去吃……放在一起有失偏
頗。他們面對的人群可能還是喜歡
網紅店的那撥人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
寶儀 廣州報道）「瀨粉、
婆婆麵、燉品……」在昨日
發佈的首版廣州米芝蓮指南
20家「必比登推介」餐廳
中，羊城市民發現了熟悉的
身影，以後老廣們可以自豪
地向外國友人說，「我哋幫
襯米芝蓮餐廳幾十年啦，由
細食到大！」
眾所周知，廣州飲食文

化源遠流長。早在1956年
「廣州名菜美點展覽會」
上介紹的菜品便有 5,447
個，小吃品數百個。廣州
美食散佈在大街小巷，這
些餐館大多走平民路線，
既有大排檔，又有平價美
味的日料店，還有深受年
輕人喜愛的甜品店。

老街坊倍感自豪
在廣州的越秀、荔灣等

老城區，幾乎每走幾步就
會找到一家餐廳，當中不
少都是陪伴着廣州人成長
的老字號。位於文明路的

達揚原味燉品幾乎無人不
曉，這裡每隔兩三小時就
有一盤盤燉品自廚房端
出，店外人龍不絕，深受
白領歡迎。不遠處則是一
家打着老西關旗號的瀨粉
店，經驗豐富又熱情的阿
姨們每天清晨五點多開始
預備米漿，才有了那些帶
着米香和嚼勁的瀨粉和水
菱角。在這次的廣州米芝
蓮必比登推薦中，兩家小
店都入選其中，讓一眾老
街坊都倍感意外和自豪。
此外，隱藏在老西關的同

記雞粥粉麵，就因白切雞、
乾炒河粉等美食被人們熟
知，此次亦入圍「必比登推
介」。廣州人對雞有特別的
偏好，所謂「無雞不成
宴」，能用雞打遍天下，自
然有些功夫。這家兩層樓高
的小店位於一座老民宅裡，
一切都保留着上世紀80年
代的風貌，但一到飯點就會
變得非常熱鬧，很多遊客慕
名前來。

米芝蓮共分為
兩個層級︰星級評
等及一般評等。

「星級評等」是最廣為人知的「米芝蓮
星星」，分一星、二星、三星三種星
級，能獲得三顆星對餐廳來說便是至高
榮耀。

「 必 比 登 推 介 」 （Bib Gour-
mand），則屬於米芝蓮的「一般評
等」。「必比登推介」經常被錯認是摘
星入圍名單，其實它是米芝蓮為了滿足
各類消費族群的需求，根據當地物價，
推薦出最經濟實惠的美食。
在美食之都法國巴黎，必比登的門檻

為36歐元；在美國紐約，登上「必比
登」的餐廳，大概落在40美元；而在
泰國曼谷，則是1,000泰銖；在中國內
地，「必比登」餐廳的花費在200元人
民幣或以下。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及東森新聞網

「必比登」
不等於「星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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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老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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