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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

琳 北京報道）針對外媒近

期報道「去中國化」「將供

應鏈搬出中國」的言論，商

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昨日在

京回應稱，目前，中國沒有

出現外資撤離、產業鏈供應

鏈外遷的情況。相反，由於

中國穩定的營商環境、較強

的綜合競爭優勢、超大規模

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許

多跨國公司正考慮在中國擴

張產業鏈。高峰強調，中國

一貫反對經貿問題政治化，

呼籲各國加強合作，以恢復

世界經濟。

許多跨國公司考慮在華擴張
商務部：未出現外資撤離及產業鏈供應鏈外遷 籲各國合力恢復經濟

高雄「罷韓投票」在即 學者：通過概率較小

台當局若「以武拒統」就是自掘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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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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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元，B股每股現金紅利0.033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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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6/12 －

2020/6/15
2020/6/15

Ｂ股 2020/6/17 2020/6/12 20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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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2日的2019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二、分配方案
1. 發放年度：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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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068,212股為基數，每股派發現金紅利0.24元（含稅），共計派發現

金紅利504,496,370.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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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6/12 －

2020/6/15
2020/6/15

Ｂ股 2020/6/17 2020/6/12 2020/7/2

四、分配實施辦法
1. 實施辦法
除公司自行發放對像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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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發展總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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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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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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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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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次月5個工作日內劃付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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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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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稅率計算應繳納所得稅，稅後實際派發現
金紅利為每股人民幣0.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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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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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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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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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2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人民幣中間價
（1:7.0939）計算，每股發放現金紅利0.033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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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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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股期限計算實際應納稅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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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次月5個工作日內劃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稅款當月的法定申報期內向
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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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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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449美元。

五、有關咨詢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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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4855827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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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獲得向專業投資者

公開發行公司債券註冊批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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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4日，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
國證監會」）出具的《關於同意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專業投資者公開發行公司債券註冊的批復》（證監許可
[2020]1018號），批復內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專業投資者公開發行面值總額不超過20億元公司債券的註冊申請。
二、本次公司債券採用分期發行方式，首期發行自同意註冊之日起12個月內完成；其餘各期債券發行，自同意註冊

之日起24個月內完成。
三、本次發行公司債券應嚴格按照報送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募集說明書進行。
四、本批復自同意註冊之日起24個月內有效。
五、自同意註冊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債券發行結束前，公司如發生重大事項，應及時報告並按有關規定處理。
公司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和上述批復的要求以及股東大會的授權，擇機辦理本次公司債券發行相關事宜，並及時履

行信息披露義務。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0年6月5日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香 港 文

匯報訊 在
全球合力抗
擊疫情的大
背景下，近

日有報道稱美國批准出售台灣18枚重型魚雷及
相關設備，民進黨當局前幾天又證實將從美國採
購岸基機動「魚叉」導彈系統。中央廣播電視總
台「中華之聲」欄目評論文章指出，不管是美國
兜售的那些魚雷還是導彈，都不是「台獨」分裂
勢力企圖燒高香的「護身符」，而是美國在台海
「煽陰風、點鬼火」的一道鬼符、惡咒。
在民進黨當局親手摧毀兩岸政治互信、大搞
「以疫謀獨」，並在島內不斷製造「反中仇
中」氛圍下，台海已經風急浪高。他們這時向
美國買軍火、交「保護費」，求得所謂的安
全，無異於在自掘墳墓！

美台軍事勾連 破壞台海和平
文章指出，蔡英文一再鼓吹發展針對大陸的

「不對稱戰力」，並叫囂已經「作好戰爭準
備」。這套騙人的鬼話恐怕連她本人都不信！
島內頭腦稍微清醒的人都明白，美台越是加強
所謂的軍事勾連，台海的和平穩定就越危險，
《反分裂國家法》這把懸在「台獨」分裂勢力
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以斬向「台獨」
分子。台灣與祖國大陸的距離太近了，七拼八
湊的所謂美軍裝備再怎麼堆砌，也不可能有任
何招架之功。更何況，美國深諳兩岸打斷骨頭
連着筋的道理，也深知如何向台灣民進黨當局
盡可能多地搾取「保護費」，在對台軍售上從
來都是留一手。
文章續指，美台接連公布兩宗對台軍售案，
無非是膽小鬼吆喝着走夜路——自己給自己壯
膽。他們早就各懷鬼胎。美國通過對台軍售，
既將台灣捆綁於對華遏制的一線，又再次將台
灣變成其在東亞的「自由提款機」；而民進黨
當局為了欺騙台灣民眾，維持美國撐腰的幻
象，即便強買強賣，高價天價，也只能硬着頭
皮拿台灣納稅人的錢放血割肉，「凱子軍購」

已經是路人皆知、世界聞名。民進黨當局以各
種名目向美國交「保護費」，就能換來美國所
謂的協防嗎？
美國是出了名的「死道友，不死貧道」，向
來愛惜羽毛的美國真的會為台灣而浪費一兵一
卒？顯然這是「台獨」分子的癡心妄想。需要
警惕的是，美國看中的倒是「代理人戰爭」，
倘若民進黨當局為了一黨一己之私，繼續受美
國反華勢力挑唆而向「以武謀獨」邁進，台海
戰火一旦點燃，摧毀的不是美國人的家園，而
是台灣的繁榮與發展。這在客觀上也必將推進
和實現祖國的統一。
請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分裂勢力再聽一遍

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
作成5月29日在《反分裂國家法》實施15周
年座談會上的發言：全軍官兵為民族復興而
戰、為祖國統一而戰、為踐行使命而戰的決心
意志無比堅定。人民軍隊有堅定的意志、充分
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
分裂圖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高雄罷
免市長韓國瑜的投票即將在6日舉行，「罷
韓」和「挺韓」兩股力量的角力也進入倒計
時。韓國瑜與中國國民黨呼籲支持者不要參
與投票，以減低投票率。而台灣地區領導人
蔡英文在3日發表「罷韓聲明」，呼籲高雄市
民在周六踴躍行使罷免投票權。有學者昨日
指出，蔡英文大力「催票」，反映「罷韓」
投票率可能不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下，降
低投票意慾，因此估計「罷韓」案通過機會
不大。
通過遊行等造勢活動，「罷韓」團體提出的
高雄市長罷免案於4月17日由台灣地區所謂
「中央選舉委員會」宣告成立，並定於本月6
日舉行投票、開票活動。在此期間，韓國瑜多

次以法律途徑提出申請停止執行罷免案，但是
均遭到駁回。為化解「罷免危機」，韓國瑜在
處理市政的同時呼籲其支持者不參與6日的投
票。
對於「罷韓行動」，國民黨認為背後存在
民進黨當局的指使和干預。國民黨列舉出諸
多事項，包括高鐵提出大學生車票優惠的
「罷韓」專車；防務部門為了罷免案，延期
大學三軍指參學院入學考試；「中選會」主
委李進勇為了配合「罷韓」借投開票所，不
惜發出毒誓。
據此前民調顯示，有59.5%的高雄市民表示

罷免投票日那天會去投票，較上次民調65.6%
下降 6.1個百分點，顯示投票意願下降。有
56.4%的高雄市民將投下同意票，較4月的民調

增加4.3個百分點。
台中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潘兆民昨日表示，

此次「罷韓投票」不通過的可能性較大，且支
持和反對罷免兩邊的差距將會很小。潘兆民認
為，目前蔡英文當局採取的「催票行動」反映
出民進黨內部對「罷韓投票」持不樂觀態度，
且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炎熱多雨的天氣狀
況，投票活動亦會受到影響。對於「罷韓投
票」結束後的政治走向，潘兆民表示，若「罷
韓」通過，韓國瑜陣營定會採取法律上的反
制措施，例如提出罷免無效的訴訟從而延長
韓國瑜的任期，導致補選市長無法進行；若
「罷韓」未能通過，這是對韓國瑜的政治地
位的提高，亦是國民黨穩定人心士氣並扭轉
目前劣勢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廣西梧州市蒼梧縣官方昨日通報，當日
上午8時30分，在蒼梧縣旺甫中心小學發生一宗持刀傷人事件。事件導致
39人受傷，其中2人傷勢稍重，傷者已全部送往醫院救治，無生命危險。
事件發生後，梧州市和蒼梧縣高度重視，市縣黨政主要領導迅速趕赴

現場指導救治工作，並立即召開會議進行部署，成立相應工作小組，有
序開展相關工作。
經初步核查，受傷人數39人，其中學生37人輕微傷，成人2人傷勢
稍重，已全部送往醫院救治，無生命危險。
據目擊者提供的多段視頻顯示，事發學校門口停有多輛救護車；多名

頭部受傷的小學生在旺甫鎮衞生院進行止血包紮；一名身着保安服的疑
似行兇男子被警方控制。
據了解，持刀傷人者係一名李姓保安，男性，年齡約50歲。
據官方通報，目前，嫌疑人已被控制，事件正在進一步處理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據廣州海關消息，3
日，該關查獲一宗走私進口水果案，成功打掉2個走私進口葡
萄、蘋果、櫻桃等水果的犯罪團夥，初步查證案值約1.2億元人
民幣。該案由內地走私團夥出資，香港專業通關團夥操作。
據辦案人員介紹，根據前期掌握的一條走私進口水果線索，廣
州海關緝私部門對內地某市場的進口水果物流情況進行排查。經
過幾個月的調查，初步查明2017年以來，一個以梁某、范某為
首的走私團夥利用上海某貿易有限公司、南海某有限公司名義從
境外國家採購葡萄、蘋果、櫻桃等水果通過海運到香港，委託香
港專業通關團夥，通過陸路、水路運輸至深圳、廣州等口岸並以
低報價格的方式走私進境，低報幅度達13%。
3日凌晨3時許，廣州海關組織開展「奮戰13」打擊走私水果專
項行動，在廣州、佛山等地開展統一查緝抓捕行動，成功抓獲犯罪
嫌疑人8名，打掉2個犯罪團夥。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斬傷梧州小學39師生
廣西保安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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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美國部分人士
鼓吹疫情將推動美國「製造業回

流」，美日等國推出支持企業「撤離中
國」的政策，引發各界對外資撤離中國、
產業從中國轉移的關注和擔憂。

4月份服務出口增長
高峰指出，國際產業鏈供應鏈是在經濟

全球化過程中企業長期選擇形成的，體現
了全球各經濟體的優勢、分工與合作。中
國將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繼續放寬外
資准入限制，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範圍，推
動國內產業鏈供應鏈提質升級，積極構建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商務部當日發布的數據顯示，隨着一系列

推動企業復工復產和穩外貿、穩外資的政策
措施初顯成效，4月份，中國服務出口
1,612.9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5%，扭轉
了疫情發生以來單月出口連續下降的局面。
關於下一步中國外貿的走勢，高峰回應，

目前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依然較多。但中國外
貿發展的韌性強、潛力足、迴旋餘地大，長
期向好的發展趨勢沒有改變。對於近期美歐

因疫情對中國的指責是否會影響國際經貿往
來，高峰指出，中方一貫反對將經貿問題政
治化。當前，疫情對全球生產和需求造成全
面衝擊，各國應該加強合作，採取切實行
動，推動世界經濟盡快復甦。中國將繼續堅
定不移擴大改革開放，放寬市場准入，積極
擴大進口，加強國際協調合作，為世界經濟
貿易的穩定發展作出貢獻。

消費市場保持回暖態勢
根據商務部監測，截至本月1日，零售

各業態限額以上企業復工率超過95％，商
務部確定的11條改造提升試點步行街店舖
開業率達到了94.5％，客流量和營業額分
別恢復到去年同期的80.3％和81.6％；5
月下旬，重點監測零售企業日均銷售額比
5月中旬增長4.8％。
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5月份零售

業、餐飲業商務活動指數保持在55%以
上，其中，零售業商務活動指數連續三個
月在50%的榮枯線以上，餐飲業連續兩個
月在榮枯線以上，顯示消費市場保持回暖
復甦的良好態勢。

■■高峰表示高峰表示，，內地未出現外資撤離內地未出現外資撤離。。
圖為此前遼寧省一間德資公司工人在圖為此前遼寧省一間德資公司工人在
車間內生產汽車線束車間內生產汽車線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廣州海關日廣州海關日
前組織開展前組織開展
「「 奮 戰奮 戰 1313」」
打擊走私水果打擊走私水果
專項行動專項行動。。圖圖
為執法部門抓為執法部門抓
獲其中一名嫌獲其中一名嫌
疑人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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