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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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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9元，B股每股現金紅利0.074439美元
每股派送紅股0.2股
	
‧相關日期

股份類別 股權登記日 最後交易日 除權（息）日
新增無限售條
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現金紅利發放日

Ａ股 2019/5/29 －
2019/5/30

2019/5/31 2019/5/30

Ｂ股 2019/6/3 2019/5/29 2019/6/5 2019/6/11

	
‧差異化分紅送轉：	否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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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9日的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2、分配方案
1.發放年度：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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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1,831,200股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每股派發現金

紅利0.499元（含稅），每股派送紅股0.2股，共計派發現金紅利1,677,553,768.80元，派送紅股
672,366,240股，本次分配後總股本為4,034,197,440股。

3、相關日期

股份類別 股權登記日 最後交易日 除權（息）日
新增無限售
條件流通股
份上市日

現金紅利發放日

Ａ股 2019/5/29 －
2019/5/30

2019/5/31 2019/5/30

Ｂ股 2019/6/3 2019/5/29 2019/6/5 2019/6/1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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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國際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現金紅利，由本公司直接發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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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的自然人股東和證券投資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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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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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實
際派發每股現金紅利人民幣	0.499	元。自然人股東及證券投資基金在股	權登記日後轉讓股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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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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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	具體實際稅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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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於持有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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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10%	的稅率統一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後每股實際派發現金紅利為	
0.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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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利後自行向主管稅務機關提出申請。	

（3）對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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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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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4291元人民
幣。	

（4）對於	A	股的居民企業股東（含機構投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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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9	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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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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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日後
的第一個工作日，即	2019	年4	月	22	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人民幣中間價（1:	6.7035）計算，
每股發放現金紅利	0.07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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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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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稅後實際發放的現金紅利為每股	0.064012	美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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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派發股息紅利時，	公司暫不扣繳
個人所得稅，按照每股	0.07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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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應於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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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財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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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稅前每股發放現金紅利	0.074439	美元（含
稅）發放。

5、股本結構變動表
單位：股

本次變動前
變動數

本次變動後
送股

一、有限售條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0 0 0

二、無限售條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3,361,831,200 672,366,240 4,034,197,440

A股 2,444,551,200 488,910,240 2,933,461,440

B股 917,280,000 183,456,000 1,100,736,000

三、股份總數 3,361,831,200 672,366,240 4,034,197,440

	
6、攤薄每股收益說明
實施送轉股方案後，按新股本總額4,034,197,440股攤薄計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為0.8305元。
	
7、有關咨詢辦法
聯繫地址：上海市浦東新區東育路	227	弄	6	號前灘世貿中心（二期）D	棟	21	樓。
聯繫部門：董事會辦公室
聯繫電話：021-33848801
聯繫傳真：021-33848818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5月24日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代碼：600610　　　　　　　　　　證券簡稱：*ST毅達	 公告編號：	2020-020	
證券代碼：900906　　　　　　　　　　證券簡稱：*ST毅達B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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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本次會議是否有否決議案：無
1.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1）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20年3月16日
（2）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赤峰市元寶山區元寶山鎮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行政樓四樓會議室
（3）出席會議的普通股股東和恢復表決權的優先股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情況：

1、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199
其中：A股股東人數	 180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B股） 19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406,556,283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393,321,084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B股) 13,235,199
3、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占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37.9507
其中：A股股東持股占股份總數的比例（%） 36.7152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占股份總數的比例（%） 1.2355

（4）表決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主持情況等。
因正值疫情防控期間，為防範人員流動感染風險，會議採用現場結合視頻通訊的方式進行。本次會議召

開及表決方式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及《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簡稱《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會議由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董事會召集，董
事長馬建國主持。

（5）公司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出席情況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4人，獨立董事王樂棟因個人原因未出席會議；
2.公司在任監事3人，出席3人；
3.總經理解田、副總經理劉泉、副總經理朱新剛、財務總監蔡文潔列席會議。
4.因疫情原因，部分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通過視頻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會議
2.議案審議情況
（1）非累積投票議案
1.議案名稱：關於變更經營範圍、註冊地址並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392,696,122 99.8411 3,262 0.0008 621,700 0.1581

B股 12,396,149 93.6604 400 0.0030 838,650 6.3366

普通股合計： 405,092,271 99.6398 3,662 0.0009 1,460,350 0.3593

2.議案名稱：關於2020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額度預計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132,696,122 99.5312 3,262 0.0024 621,700 0.4663

B股 13,234,799 99.9970 400 0.0030 0 0

普通股合計： 145,930,921 99.5733 3,662 0.0025 621,700 0.4242

3.議案名稱：關於《對外投資管理制度》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392,696,122 99.8411 3,262 0.0008 621,700 0.1581

B股 13,234,799 99.9970 400 0.003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405,930,921 99.8461 3,662 0.0009 621,700 0.1530

4.議案名稱：關於《信息披露事務管理制度》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392,696,122 99.8411 3,262 0.0008 621,700 0.1581

B股 13,234,799 99.9970 400 0.003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405,930,921 99.8461 3,662 0.0009 621,700 0.1530

5.議案名稱：關於子公司擬與關聯方開展融資租賃業務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132,696,122 99.5312 3,262 0.0024 621,700 0.4663

B股 13,234,799 99.9970 400 0.0030 0 0

普通股合計： 145,930,921 99.5733 3,662 0.0025 621,700 0.4242

（2）累積投票議案表決情況

1.關於選舉公司第七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議案序號 議案名稱 得票數 得票數占出席會議有效表決權
的比例（%） 是否當選

6.01 關於選舉郝赫為公司第七屆董
事會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375,498,507 92.3607 是

6.02 關於選舉任大霖為公司第七屆
董事會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375,389,204 92.3338 是

（3）涉及重大事項，5%以下股東的表決情況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1
關於變更經營範圍、註冊
地址並修改公司章程的議
案

43,021,666 96.7090 3,662 0.0082 1,460,350 3.2828

2 關於2020年度日常關聯
交易額度預計的議案 43,860,316 98.5942 3,662 0.0082 621,700 1.3976

3 關於《對外投資管理制
度》的議案 43,860,316 98.5942 3,662 0.0082 621,700 1.3976

4 關於《信息披露事務管理
制度》的議案 43,860,316 98.5942 3,662 0.0082 621,700 1.3976

5 關於子公司擬與關聯方開
展融資租賃業務的議案 43,860,316 98.5942 3,662 0.0082 621,700 1.3976

6.01
關於選舉郝赫為公司第七
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的議
案

13,427,902 30.1847 　 　 　 　

6.02
關於選舉任大霖為公司第
七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的
議案

13,318,599 29.9390 　 　 　 　

（4）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1、上述議案中對中小投資者單獨計票的議案為議案1-6。
2、關於變更經營範圍、註冊地址並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獲得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2/3以上通過。
3.律師見證情況
1.本次股東大會見證的律師事務所：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
律師：王博律師、尹夏霖律師
2.律師見證結論意見：
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符合《證券法》、《公司法》、《股東大會規則》和《公司

章程》的有關規定，出席現場會議人員資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資格合法有效，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合
法有效，本次股東大會形成的決議合法有效。

4.備查文件目錄
1.經與會董事和記錄人簽字確認並加蓋董事會印章的股東大會決議；
2.經見證的律師事務所主任簽字並加蓋公章的法律意見書；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7日	

上 海 中 毅 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索得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莊思敏（Jacquelin）去
年九月才公開與台灣珍珠奶茶店老闆楊秉逸（Brian）的戀
情，可是二人感情發展一日千里，並於前日簽字註冊結婚。
由於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二人選擇在家中舉行簽字儀式，

Jacquelin先後換上兩套婚紗，兩個妹妹莊思明（Lisa）及莊思
華，還有思明的男友楊明也有出席，由於Brian的父母身在台灣
未能來港，一對新人在儀式前透過視像會議跟長輩通話，並直
播整個註冊過程給台灣的親友觀看。
當完成簽字儀式後，Jacquelin走出屋外拋花球，結果由妹妹

莊思明接到花球，思明即走向男友楊明，二人互望甜笑。Jac-
quelin還將整個結婚過程上載至社交網，並留言︰「感謝大家的
祝福，視像觀禮，恭喜Lisa接到花球。」獲得不少網民祝福。

莊思敏家中簽字結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
思穎）何雁詩離開「星夢」
轉做獨立歌手發展，昨日她
到電台宣傳自資推出的新歌

《致有夢想的人》，她忙着為新歌宣傳，自言沒時
間搞婚禮，希望可以想出最簡易和合理價錢的方法
去搞，她謂：「我發覺籌備婚禮都幾繁複，除了疫
情有影響，原來屋企人有好多朋友，原本以為200
人內可以處理到，最後父母都共有200個朋友，遲
些再看怎樣處理，(婚禮形式？)想簡單一些，西式可

能較輕鬆。」
說到未來奶奶透露她們9月舉行婚禮，何雁詩

稱：「9月會在美加舉行婚禮，場地亦已訂了，11
月在香港補擺喜酒，不過美國嗰邊疫情剛爆發，所
以要有兩手準備，計劃不到太多，一切視乎疫情進
展再決定。」

黎曉陽睇日落慶生
另外，黎曉陽在昨日的28歲生日不忘工作，他到
電台宣傳新專輯《Before I forget》，當中記綠了這

兩年的回憶。唱片封面更選在柬埔寨拍攝，捕捉到
在簡單中也可以開心快樂，生命真的好精彩。他表
示封套最特別是有張細紙，這是「勿忘我」的種子
紙，可讓大家拿來種植。
說到目前唱片業低迷，此時出碟會否很冒險，他

承認會冒險，對公司來說是冒險，但自覺是有意義
的事，惟有在其他地方慳一些，其實因疫情下都取
消了記者會，很多程序要重新計劃。問到如何慶祝
生日，他透露會同媽媽、嫲嫲去海邊看日落，要把
握有生之年，實現最想做的事。

何雁詩憂疫情影響結婚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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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李思穎李思穎））4747歲古巨基歲古巨基（（基仔基仔））與比他大與比他大

33歲的太太陳英雪歲的太太陳英雪（（LorraineLorraine））於於20142014年結婚年結婚，，婚後兩人一直很婚後兩人一直很

想有小朋友想有小朋友，，現在終於如願得償現在終於如願得償，，基仔昨日承認造人成功基仔昨日承認造人成功，，太太太太

一索得男一索得男，，升級人父的基仔承諾會繼續做個好丈夫和好爸爸升級人父的基仔承諾會繼續做個好丈夫和好爸爸，，當當

基仔宣佈喜訊後基仔宣佈喜訊後，，迅即獲不少圈中好友迅即獲不少圈中好友，，包括周慧敏包括周慧敏、、霍汶希霍汶希、、

汪明荃等送上祝福汪明荃等送上祝福，，分享喜悅分享喜悅。。

古巨基去年底秘密當爸古巨基去年底秘密當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林淑敏
（大小姐）及許家傑 （送水輝）昨日為遊戲
節目《娛樂大家10點半》擔任嘉賓及錄影，
送水輝笑言節目中有大小姐及汪阿姐 （汪明
荃）兩位「姐」，玩遊戲也不敢隱瞞太多。
林淑敏笑指「大話精」許家傑極度適合玩講大

話遊戲，反而自己平日玩遊戲經常輸及被騙。許
家傑就爆林淑敏是「鱷魚頭老襯底」，私底下相
當「腍善」，連飯盒也不敢帶進錄影廠，擔心會
被主持汪明荃（阿姐）責罵。林淑敏聞言即說：
「其實阿姐好照顧後輩，好多年前有套劇我演阿
姐個秘書，有次我忘記帶劇本，阿姐主動借畀
我，又提我瞓覺時要戴頸箍，雖然江湖傳聞拍檔
阿姐唔使開夜，但嗰套劇都要拍通頂。」許家傑
表示未曾跟阿姐合作過，今次錄影恍如「朝
聖」，不敢在她面前講大話。

周 慧 敏 霍 汶 希 汪 明 荃 齊 送 祝 福周 慧 敏 霍 汶 希 汪 明 荃 齊 送 祝 福

前日傳出基仔已於去年底秘密當爸，太太在美國誕
B，據知BB已出世約3個月，基仔在昨日凌晨於社

交平台承認做了爸爸，並上載一張孩子咬住奶嘴的趴睡
照，另一張是一家三口小手疊大手的相片，感覺溫馨，基
仔更自揭遲遲沒有報喜的因由。
他留言道：「這個關於我和太太的人生充滿意義的消
息，本身打算在農曆新年初一時向各位朋友公佈。但由於
疫情的爆發，大家都在為抗疫勞心的時候，覺得還是稍後
才跟各位分享心情會比較適合。」
基仔又表示：「原本計劃在接下的4月4日這個別具意
義的日子才正式公佈，突然收到很多朋友們的恭賀。在這
𥚃 ，誠心感謝各位愛我和太太的朋友們和粉絲們。我會繼
續做個好丈夫、好爸爸！」

要做好丈夫好爸爸
基仔最初未有透露BB的性別，在大家估猜的同時，

他即指：「謝謝各位祝福，看到很多朋友問是B仔或
是B女，讓我補充一下，是小B仔喔。」成功一索得
男。
圈中好友紛紛替基仔高興，其老友周慧敏祝「寶寶健

康成長，一家幸福快樂，送上無限祝福。」被基仔封為
「女神」的汪明荃留言：「恭喜古爸爸媽媽！祝BB身體

健康、快高長大！聰明伶俐！人見人愛！」英皇高層霍
汶希更是喜極而泣：「開心感動到喊出來，你們一
直以來嘅心願終於成真，祝你們一家三口永遠幸
福。」李克勤、關智斌、蔡卓妍、梁詠琪、
周勵淇、張敬軒、胡定欣、陳敏之、關心
妍、方力申、泳兒及一眾網友亦恭賀基
仔，有網友搞笑問：「好想知BB手
汗有冇遺傳。」、「辛苦古太喇，
要湊兩個大男孩。」

太太懷孕高度保密
基仔自太太懷孕至今，採取高度保

密，有指因Lorraine是高齡懷孕，基仔
不想給太太造成太大壓力，亦為免
受到外來騷擾，一直把消息保密，
只有父母和家人知道，而向來貼身
照顧基仔的Lorraine於去年九月現
身關智斌演唱會後，便很少再露
面，基仔在近兩個月亦絕跡朋友聚
會，看來這位新手爸爸是要專心照
顧妻兒，在疫情下更是謝絕一切應
酬活動。

■■基仔仔仔睡得很甜基仔仔仔睡得很甜。。

■■基仔與基仔與 LorraineLorraine 一索一索
得子得子，，絕對飲得杯落絕對飲得杯落。。

■■基仔一基仔一
家人幸福家人幸福
美滿美滿。。

▼▼莊思敏在疫境下透過網莊思敏在疫境下透過網
上播放結婚簽字過程上播放結婚簽字過程。。

■■許家傑笑指林淑敏十分許家傑笑指林淑敏十分「「腍善腍善」。」。

▶▶莊思敏與莊思敏與BrianBrian
甜蜜一吻甜蜜一吻。。

▶莊思敏三姊妹聚首一堂分享喜悅。

■■何雁詩何雁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