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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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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Halifax房價月率，前值+1.0%
6月Halifax房價年率，前值+10.5%
5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4%，前值+0.7%
6月Challenger企業計劃裁員崗位，前值20,712
6月ADP民間就業崗位，預測增加20萬，前值增加12.8萬
5月國際貿易收支，預測逆差850億，前值逆差871億
初請失業金人數(7月2日當周)，預測23.0萬，前值23.1萬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7月2日當周)，前值23.175萬
續請失業金人數(6月25日當周)，預測132.8萬，前值132.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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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0 元，B股每股現金紅利 0.04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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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7/12 －

2022/7/13
2022/7/13

Ｂ股 2022/7/15 2022/7/12 202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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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月 26 日的 2021 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二、分配方案
1. 發放年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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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739,308 股為基數，每股派發現金
紅利 0.290 元（含稅），共計派發現金紅利 296,594,3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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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7/12 －

2022/7/13
2022/7/13

Ｂ股 2022/7/15 2022/7/12 2022/7/26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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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A股的現金紅利由本公司直接發放。
3. 扣稅說明
    （1）對於持有 A 股的個人股東及證券投資基金，公司將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
按每股派發現金紅利 0.290 元人民幣；如果個人股東及證券投資基金在股權登記日後
轉讓股份，根據 " 先進先出 " 的原則，持股期限超過 1年的，不再補繳稅款；持股 1
個月（含 1個月）以內，每股補繳稅款 0.058 元人民幣；持股 1個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股補繳稅款 0.029 元人民幣。補交稅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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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2）對於持有 A 股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賬戶
（以下簡稱：香港結算賬戶），公司按照現金紅利稅率 10%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每股實際派發現金紅利 0.261 元人民幣。
    （3）對於 A股除QFII、香港結算賬戶以外的其他機構或法人投資者，由本公司委
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按照稅前每股現金紅利 0.290 元人民幣派發。
    （4）對於持有 B 股的股東，按公司 2021 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日後的第一個工作
日即2022年5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兌換人民幣中間價（1:6.7387）計算，
每股發放現金紅利 0.043035 美元（含稅）。
   （5）對於B股賬戶號碼介於C990000000～C999999999之間的非居民企業股東，
公司按照現金紅利稅率 10%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每股實際派發現金紅利 0.038732
美元。
    （6）對於 B股賬戶號碼介於C100000000 ～ C199999999 之間的境內個人股東，
公司將按每股派發現金紅利0.043035美元；如果上述股東在股權登記日後轉讓股份，
根據"先進先出"的原則，持股期限超過1年的，不再補繳稅款；持股1個月（含1個月）
以內，每股補繳稅款 0.008607 美元；持股 1 個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股補
繳稅款 0.004303 美元。補交稅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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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7）對於 B股帳戶號碼介於C900000000 ～ C909999999 之間的境外個人股東，
按照稅前金額每股實際派發現金紅利 0.043035 美元。

五、有關諮詢辦法
咨詢機構：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證券事務部
聯繫人：邢暉華、諸軍
聯繫電話：（021）68546835、68546925      傳真：（021）68547170
地址：上海市浦東新區民生路 1286 號匯商大廈 9樓     郵政編碼：200135

特此公告。

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2 年 7月 7日

證券代碼：600835  900925  證券簡稱：上海機電  機電 B股  公告編號：2022-017

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權益分派實施公告

美傳將撤對華關稅 瑞銀料不確定性多
分析料清單3及4a下調的可能性或較大

清單

清單1

清單2

清單3

清單4a

*以2018年數據為基準。資料來源：瑞銀證券 製表：記者 馬翠媚

涉及金額*

300億美元

150億美元

2,070億美元

1,110億美元

生效日期

2018年7月6日

2018年8月23日

2018年9月24日

2019年5月19日

2019年9月1日

2020年2月14日

加徵關稅率

25%

25%

10%

10%至25%

15%

7.5%至15%

主要產品

機械和零部件、電子產品、
汽車零部件

電子集成電路和零件、機械
和半導體零部件

電子零部件、家用電器、金
屬、傢具、塑料品、紡織品
和皮革製品

主要消費品（衣服、鞋類、
塑料）、機械和零部件

瑞銀特約首席經濟學家汪濤昨在報告中
表示，部分投資者預計美國將會在本

月初大規模取消對華商品加徵的關稅，然
而根據該行調研表明第二輪審核可能還需
進行30至60天。她又指，如美國真的調整
對華關稅，可能只是美方為了實現戰略目
的和短期遏制通脹目標之間的權衡之舉，
在此考慮下，料降低對華加徵關稅更可能
是以消費品為主，而由於「清單3」和
「清單4a」構成中消費品佔比相對較高，
料比「清單1」和「清單2」下調關稅的可
能性更大。
報告中亦提到，按美元計，2021年關稅
清單1和2的自華進口規模分別僅為260億
美元和120億美元，合計佔內地總出口的
1.2%，若只取消清單1和2的關稅，且中

國產品的市場份額提升，對內地出口增長
的直接提振作用仍較為有限。而清單3和
4a的自華進口規模更大，分別為1,530億
美元和790億美元，合計佔內地總出口的
7.4%，鑑於其規模較大，料取消清單3和
4a的關稅將為中國出口增長帶來更大幅度
的短期提振。

最樂觀情形 出口料高4個百分點
對於關稅下調或帶動美國自華進口規模

上升、內地市場份額回升以及出口增長加
速，汪濤指根據歷史經驗，在最樂觀的情
形下，假設對華加徵關稅完全取消、內地
在美國進口的市場份額恢復到關稅加徵前
的高點，如果將2021年作為基準年，則內
地對美出口增速可以提高24個百分點，整
體出口增速可以提高4個百分點，同時取
消關稅和出口走強料有助支持人民幣匯
率。

汪濤重申，上述基準估算面臨多重不確
定性，並很可能偏樂觀假設。她特別提
到，一些沒有因「301調查」而加徵關稅
的中國產品，其2021年的市場份額也低於
2017年和2018年，表明沒有加徵關稅並不
能保證中國產品市場份額穩定不變，加上
最近調研反饋亦表明，驅動企業在不同國
家/地區的生產基地之間優化布局的原因廣
泛，包括生產布局多元化、加強供應鏈韌
性等，因此即使此前加徵的關稅完全取
消，內地市場份額也可能無法恢復到關稅
加徵前的水平。

中美貿易關係未見轉向
對於中美之間關係，汪濤亦形容雙方貿

易關係未見轉向，美國仍有可能出台進一
步對華限制措施，如出台針對工業品的貿
易政策，以及發起另一項針對產業政策的
301調查等。

外電紛傳美國總統拜登

即將宣布撤銷部分對內地

進口商品的關稅，惟瑞銀發表最新

報告指，由於美國貿易辦公室在覆

審期間收到了維持加徵關稅的申

請，意味加徵關稅仍需時展開進一

步審核，而即使拜登有權直接調整

關稅，實施時間表亦未必清晰，該

行提醒即使美國最終如預期下調關

稅，亦不代表中美貿易關係的轉

向，美國仍有可能出台進一步的對

華限制措施，同時內地企業也可能

面臨更多限制如技術准入限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
報道）上海青浦「潮湧浦江．智創青
浦」重大項目開工系列活動6日正式
啟動。記者從上海市青浦區政府了解
到，此次系列活動涵蓋城市基礎類、
商品住宅類、科創產業類、社會民生

類四大板塊，55個重點項目將陸續在7
月開工，總投資約410億元（人民幣，
下同）。此次率先啟動的是青浦區外
青松公路功能提升改造工程，而青浦
區城市基礎類重大項目共計13個新建
工程，預計總投資約51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新冠肺炎疫情反覆、
加上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動，A股
大盤連續兩日回調。截至收市，滬
綜 指 報 3,355 點 ， 跌 48 點 或
1.43%；深成指報 12,811點，跌
161點或1.25%；創業板指報2,802
點，跌22點或0.79%。兩市共成交
10,867億元（人民幣，下同），北
向資金全天淨流出近14億元。由於
市場對經濟衰退擔憂加劇，國際油
價暴瀉，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
動，A股資源板塊也大幅殺跌，煤
炭板塊下挫6%，山煤國際、晉控
煤業跌停；石油板塊低收4%，中
海油跌超6%，中國石油跌3%，中
國石化跌超1%。
疫情出現反覆，旅遊酒店板塊

亦整體下滑3%，航空機場板塊跟
跌2%，釀酒、貴金屬、農業板塊
紛紛走弱。升幅榜上，半導體板
塊領漲升約2%，紡織服裝、汽車
零部件、風電設備等少數板塊逆
市上升。

分析：仍看好中長期後市
和信投顧分析，短期大盤在

3,400點附近上攻動能不足，A股
下行壓力較大；但中長線看，經
濟復甦和企業盈利改善都將對行
情產生支撐，結構性行情依然值

得期待。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
院發布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
預測報告，在基準情景下，預計
2022年全年中國實際GDP增速約
為4.3%，CPI增長2.1%，PPI增
長6.4%。課題組首席專家黃曉東
教授表示，在全球地緣政治衝突
加劇、滯脹風險上升、新冠肺炎
疫情反覆等複雜局面下，中國經
濟所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加
大，使得上半年宏觀經濟暫時偏
離正常增長軌跡，但中國經濟發
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隨着疫情得到有效防控、一攬子
宏觀政策刺激效果的逐步顯現、
以及「十四五」規劃項目的全面
落地，下半年中國經濟將釋放出
巨大的增長潛力，全年經濟增速
有望穩定在合理區間。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前中國人

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在
同一場合表示，逐步推動中國經
濟從投資拉動向消費驅動轉型是
毫無疑問的，這是中國經濟中長
期發展的方向，但短期內如果要
穩定經濟，還需重視投資對經濟
增長的支撐作用，包括基建投
資、房地產投資、製造業投資
等，下半年要努力保持投資增速
平穩，要處理好短期穩增長和中
長期轉型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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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局有不穩風險 英鎊擴大跌幅
動向金匯

馮強

英鎊本周初受制1.2165美元阻力
走勢偏弱，周二迅速失守1.2000美
元大關，周三曾走低至1.1875美元
水平近兩年半以來低位。繼俄羅斯
通往德國的北溪-1天然氣管道將於
下周初暫時關閉，不利歐元區整體
經濟，歐元跌勢轉急，對英鎊走勢
構成拖累之際，英國財相及衞生大
臣亦於周二宣布辭職，英國出現政
局動盪的風險升溫，消息迅速增加
英鎊的下行壓力。

美元有續上升傾向
隨着歐元及英鎊連日擴大跌幅，

美元指數本周三進一步攀升至107
水平，升幅有繼續擴大傾向。

另一方面，S&P Global本周二公
布英國6月份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為 54.3，稍好於5月份的
53.4，不過數據顯示新訂單下跌至
16個月低點，加上英國6月份製造
業PMI已回落至52.8的兩年低點，
反映高通脹及經濟的不確定性均不
利數據表現，英鎊自上周五受制
1.2180美元阻力便逐漸擴大跌幅。
雖然英國 5月份通脹年率高企
9.1%的40年高點，增加市場對英
國央行將於8月4日作出加息行動
的預期，但英國政局趨於不穩的風
險正在上升，對英鎊構成負面。預
料英鎊將反覆走低至1.1700美元水
平。

金價走勢轉弱
周二紐約8月期金收報1,763.90美
元，較上日下跌37.60美元。
現貨金價周二失守1,780美元
水平跌幅擴大，周三曾向下逼
近1,759美元水平逾半年以來
低位。
美國聯儲局公布6月份會議

紀錄前夕，歐元與英鎊等主要
貨幣持續轉弱，美元指數連日
擴大升幅，周三更一度攀升至
107水平的20年以來新高點，
現貨金價未能守穩1,780美元
後跌幅有進一步擴大傾向。預
料現貨金價將反覆下試1,750
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走低至1.170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下試1,750美元水平。

歐元兌美元在本周二跌破關鍵的1.0350
水平，之後則延伸猛烈跌勢，並刷新二十
年低位，而對能源價格飆升為當前影響歐
元區經濟的重大憂慮，這亦進一步打壓着
歐元走勢。周二，挪威政府周二出面干
預，結束了導致石油和天然氣產量下降的
一場石油行業罷工。歐元兌美元周三觸低
至1.02水平下方，為2002年12月以來最
低點。日圓則見止跌回穩，日本央行周三
公布的調查顯示，在截至6月止的三個月
裡，日本家庭的通脹預期有所增強，預計
未來一年物價上漲的家庭比例達到了14
年來的最高水平。然而，日本央行已表示
不會撤回貨幣刺激措施，因通脹緣於俄烏
衝突導致的燃料價格和原材料成本飆升，
而且可能是暫時的。
歐元兌美元過去兩周連番受制於25天

平均線，令歐元近兩周走勢陷於遲滯，直
至本周跌破5月及6月的低位，即1.0348
及 1.0357，加劇了歐元的跌
勢。不過，技術圖表見RSI及
隨機指數均已跌見至嚴重超賣
區域，短線或見下跌空間受
限。較近支持先看1.00這個心
理關口；另外，倘若以雙底形
態的深度約440點作技術延伸
目標，將有機會下試至0.9910
水平，再下級參考1.08水平。
至於較近阻力先看1.03，之後
再上望有三區重要阻力，先是

25天平均線，目前位於1.0520水平，接
着是由2月高位延展至今的下降趨向線位
於1.0590，可破此區已是歐元重新上揚的
初步技術信號；再而若能進一步跨過頸線
位置1.0790，料將是更強烈的上升信號。

美元兌加元呈下試傾向
美元兌加元走勢，在第二季，匯價最低
位是4月5日的1.2400，最高水平則在6月
17日的1.3078，波動幅度678點子。而從
圖表可以見到，5月12日美元兌加元觸高
至1.3076，跟6月高位正好形成一組雙
頂，至本周二亦觸高相若位置至1.3083，
而隨着MACD指標亦剛下破了信號線，
估計當前美元兌加元仍有進一步下試的傾
向。上周匯價在50天平均線獲見支撐，
目前在1.2830水平，若後市可下破此區，
料可望啟動更猛烈的下跌走勢。接下來將
參考100天平均線1.2745，關鍵則在6月
低位1.2515，亦即為雙頂形態的頸線位
置。阻力續會關注1.3080，進一步參考以
至1.32以至1.34水平。

能源價格高漲衝擊經濟 歐元刷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