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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突如其

來的疫情，改

變了許多人的

生活軌跡。在

被稱為「東方莫斯科」的黑龍江

哈爾濱的一處住宅小區廣場上，

已經在家中度過了超長假期的孩

子們正高興地追逐戲耍着。阿列

克謝．維塔利耶維奇．魯迪赫的

金髮兒子也在其中。看着孩子如

此開心，阿列克謝也覺得幸福。

從小在俄羅斯遠東地區長大的阿

列克謝2013年來到中國教授俄

文，五年前與一位美麗善良的中

國姑娘組成家庭。當新冠肺炎疫

情在中國剛暴發時，阿列克謝所

在學校曾詢問他要不要回俄羅

斯，他選擇了留在中國。他說，

「我的妻子與孩子都在中國，如

果回俄羅斯只能我一個人回去，

我放心不下他們，當時我對中國

防控疫情的能力也是非常有信

心，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我的選

擇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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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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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 元，B股每股現金紅利 0.04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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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7/8 －

2020/7/9
2020/7/9

Ｂ股 2020/7/13 2020/7/8 20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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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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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412,893 股為基數，每股派發現
金紅利 0.31 元（含稅），共計派發現金紅利 34,79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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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7/8 －

2020/7/9
2020/7/9

Ｂ股 2020/7/13 2020/7/8 20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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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股東的現金紅利由公司直接發放：上海金橋（集團）有限公司（含有限售條
件流通股現金紅利）、上海國際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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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的個人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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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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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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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現金紅利發放時，公司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按照每股 0.310 元人民幣實
際發放現金紅利（含稅）。
    待上述股東轉讓股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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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資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中國結算
公司上海分公司將於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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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 2009 年 1 月 23 日頒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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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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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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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中央結算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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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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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9 元人民幣。
   （4）對於持有公司A股的其他法人投資者，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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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0 元人民幣實際發放現金紅利（含稅）。
    3.2 B 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對於持有公司B股的股東，按照公司2019年度股東大會決議日的下一工作日（即
2020 年 5 月 29 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1︰ 7.1316）
折算，每股派發現金紅利 0.043469 美元（含稅）。對於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本公
司均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發放。
    （1）對於持有 B股的非居民企業（股東賬戶號碼開頭為 C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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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按 10%稅率履行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的義務，扣稅後
的現金紅利為每股 0.039122 美元，即本公司向本次分派對像發放稅後現金紅利每股
0.039122 美元。
   （2）對於持有B股的居民個人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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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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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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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現金紅利發放時，公司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按照每股 0.043469 美元向本
次分派對像發放現金紅利（含稅）。
    待上述股東轉讓股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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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資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中國結算
公司上海分公司將於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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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持有B股的非居民個人股東（股東賬戶號碼開頭為C90），根據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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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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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現金紅利發放時，本公司按照每股 0.043469 美元向本次分派對像
發放現金紅利（含稅）。

五、有關咨詢辦法
聯繫地址：上海市浦東新區新金橋路 27號 18 號樓
聯繫部門：董事會辦公室
聯繫電話：021-50307702、021-38726842、021-50301533（傳真）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0 年 7月 3日

證券代碼：600639  證券簡稱：浦東金橋  公告編號：2020-018
  900911  金橋 B股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權益分派實施公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7月1日，北京新增報告
本地確診病例1例、無症狀感染者2例，無新增疑似病例，治癒
出院病例2例。目前，北京已連續4天新增確診病例數為個位
數，並有包括6月21日確診的外賣騎手在內的4例患者治癒出
院。在7月2日，北京一女子接到核檢陽性結果後在公共商場抱
頭哭泣，隨後被轉運至醫院排查，受到各界關注。
北京方面表示，首都疫情防控趨穩向好態勢持續加強，疫情防
控成果持續擴大，精準防控效果持續顯現。不過，當前疫情防控
風險依然存在，不能放鬆警惕、掉以輕心，要堅持做好個人防
護，不參加聚餐、聚會等聚集性活動，公共場所要規範佩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離，出現不適症狀要全程做好防護，及時就醫，
不能帶病外出參加活動。

女顧客核檢陽性 商場速採措施
另外，7月2日，網傳的一段視頻顯示，北京石景山萬達廣場
內一名女顧客謝某在接到中日友好醫院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後，
在廣場外的空地上抱頭哭泣。
當日中午，石景山區疾控中心接到報告後立即前往萬達廣場，
對謝某進行現場調查處理，並將謝某轉至醫院發熱門診進行排
查。目前，商場現場已得到控制，初步判定的密切接觸者也已送
至集中隔離醫學觀察點。

京增1本地病例
連續4天個位數

阿列克謝的母親還在俄羅斯遠東
生活，平時兩三天會打次電

話，疫情期間聯繫的頻率並沒有增
加，他說，「現在俄羅斯的疫情防控
也很嚴格，母親所在的地區沒有發現
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生活所受影響也
不太大，她也能理解兒子要留在中國
的選擇。」

網課非長久 盼早復課
與其他中國教師一樣，阿列克謝每

天也要為同學們上網課。
「一堂網課要90分鐘，有時學生會

說網絡不穩定只能開語音上課。這樣
就無法確定他是否在電腦前，我就會
覺得他們可能去做別的事情了。比如
提問一個學生，他很長時間不回答，
等他再上線，說信號不好，沒聽到你
的問題。」阿列克謝說，「孩子在家
上課，本身就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如

果少了父母監督，會導致很多學生開
小差，甚至比在學校更嚴重。這些問
題我也正在想辦法解決，比如上課前
和課中都要點一次名，但這不是長久
的辦法。所以我還是希望能正常上
課，面對面的效果好。」
現在除了上課之外，每天晚上的公

餘時間，阿列克謝基本都會去騎共享
單車，「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創
新。」他更期盼幼兒園快點復課，用
他自己的話來說，「這樣就可以『解
放』了。」

父子感情增 因疫得福
受新冠疫情影響，之前帶兒子去玩

的很多地方都沒有營業。阿列克謝
說，「兒子平時喜歡去的淘氣堡、遊
樂園、植物園都關門，現在只能帶他
去小區廣場，那裏每天會有幾個小朋
友帶着自己的玩具一塊玩。而且現在
孩子都上網課，父母總要花心思讓他
們遠離電視和電腦，也要考慮孩子喜
歡什麼新鮮的玩具。」

除此之外，阿列克謝現在還會
經常與兒子做物理實驗，把過程

拍攝下來發到網上，很多人看到俄羅
斯人在中國帶孩子的方式也很感興
趣。阿列克謝說，「疫情雖改變了我
們的正常生活，但我從中也體會到了
家庭的溫暖，與妻子孩子的相處時間
更長了，特別是加深了與兒子之間的
感情。」

華防疫完善 令人讚嘆
談到中國對新冠疫情的防控，阿列

克謝表示中國做得非常成功，「感受
特別深的是這麼大的國家，居然可以
把每一個小區都做到封閉，每個小區
進出都要人站崗，進出都測量體溫和
掃二維碼記錄行程。在俄羅斯很難做
到這樣，因為在那裏多數都是單獨的
房子，很難控制住，俄羅斯也不會有
這麼多人去站崗檢查。在中國這些好
像一夜之間就都實現了，而且消毒液
都會發到每個家庭。」阿列克謝說。
阿列克謝在中國的俄羅斯朋友大多

是老師，並沒有人因為疫情而被減薪
或離職，他說，「在俄羅斯生活的親
人朋友受疫情影響，也有一些人沒有
了工作，但在中國我們可以享受和疫
情前一樣的工資待遇，真的感覺自己
很幸運。」
阿列克謝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在我的周圍有很多俄羅斯女老師，
她們嫁到中國了，但和我一樣捨不得
自己的家人，但又怕留下來，自己的
生活會受到影響，但現在看來，並沒
有像我們開始想的那樣，當初我們的
選擇讓我們感受到了中國人對俄羅斯
人的情誼，可以讓像我們一樣的俄羅
斯人在中國安心的生活工作。」

6月28日 7例

6月29日 7例

6月30日 3例

7月1日 1例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帥

近 日 ，
俄羅斯駐哈
爾濱總領事
奧謝普科夫
履新後首次
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
說，「俄羅
斯是世界上
最先對自己
的鄰居伸出
援手的國家之一。疫情暴發後，俄羅斯許
多地區都無償向中方提供了防疫和抗疫用
的藥品及醫療設備。當中國的疫情得到控
制，俄羅斯的疫情開始大範圍傳播之際，
中國很多地區向俄羅斯運送了醫用防護物
資和設備。特別是中國醫生和防疫專家代
表團曾來到莫斯科提供諮詢服務。」

俄中陸路口岸料快恢復
去年八月，奧謝普科夫與俄駐哈總領館

的第一批人員來到哈爾濱市，在建館開始
階段，他們在組織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精
力，現已擁有自己的辦公室，開始履行所
擔負的領事功能。俄羅斯駐哈爾濱總領事
館的設立意義重大，也彰顯了黑龍江作為
中俄地方合作窗口的重要作用。
目前在總領館領區內的俄羅斯人數並不

多，他們中有大學生、老師，以及長年生
活在這裏的與中國公民結婚的俄羅斯人。
奧謝普科夫說，「二三月份，大多數逗留
在黑龍江省的俄羅斯人返回國內，這得益
於我們兩國毗鄰而居。他們遇到的困難與
當地中國人一樣，他們很多人厭倦了疫情
下的生活。令人高興的是，如今的生活正
在逐步恢復之中。我相信俄中邊境之間陸
路口岸的旅客運輸將很快會恢復。」

黑河大橋有望年底通車
近年來，俄中邊境毗鄰地區的合作得到

積極發展，兩國邊界地區的經貿合作持續
擴大，邊境地區的交通走廊得以建立，完
善了邊界地區新的基礎設施。奧謝普科夫
透露，今年，連結俄羅斯城市布拉戈維申
斯克（海蘭泡）與中國黑河市的阿穆爾大
橋（黑河大橋）有望開通運營。連結
下列寧斯科耶和同江之間的跨阿穆
爾河第一條鐵路大橋建設正接近
完工。

俄羅斯功勳藝術家伊萬．達尼諾夫．斯捷巴諾維奇
今年1月份來到中國哈爾濱創作油畫，受新冠疫情影
響將簽證延期至今，在此其間他在太陽島上創作了大
量作品，其中一幅用時半個多月的油畫作品《雛菊》
早前在網上拍賣，他將其收入支援中國抗疫，「我在
中國的生活創作得到了尊敬和認可，在這裏有很多真
誠的朋友。」
伊萬是今年1月22日來的中國，2月17日，在太陽

島上過了一次中國式生日，品嚐了長壽麵和雞蛋。他

的妻子是一位優秀的外科醫生，疫情期間始終堅守在
工作一線，每天都很緊張忙碌。女兒今年13歲了，
由外祖母照顧，現在居家隔離，學業靠大人輔導和自
學。每天伊萬都會與家人在網上視頻聯絡。
「家人朋友們都很淡定、樂觀。好多畫家朋友，
每天的潛心地在工作室裏埋頭創作，在作品中表達各
自對生活和世界的體會和感悟。」伊萬說，「希望疫
情早日結束，讓世界回歸到和平自由和原來的樣子，
沒人願意生活在恐慌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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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功勳藝術家拍賣油畫助華抗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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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列克謝一家此前去阿列克謝一家此前去
廈門旅行廈門旅行。。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阿列克謝疫情期間在家上網授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

■■伊萬與中國朋友在太陽伊萬與中國朋友在太陽
島上生活已近半年島上生活已近半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攝

奧謝普科夫奧謝普科夫

■■北京大興加強北京大興加強
建築工地人員核建築工地人員核
酸檢測酸檢測。。 新華社新華社

保住工作 健康無虞 生活安心

全家留華安度疫情全家留華安度疫情
俄爸爸俄爸爸：：選擇正確選擇正確

北京近日新增本地確診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