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卜杜拉昨日上午召開特別會議後，國
家王宮發表聲明，宣布安華為新一任

總理。根據國家王宮總管阿末法迪爾發出
的聲明，元首認為在本屆大選中，贏者並
沒全贏，敗者也並非全敗，因此呼籲所有
國會議員為了國家攜手合作。元首也強
調，新總理與新政府必須為國為民，不容
許再有政治危機，「人民無法再承受政治
危機，國家需要一個穩定的政府，以發展
國家，振興經濟。」
在得悉安華確定為總理後，其支持者聚
集在安華辦公室慶祝，並高呼「改革」。
75歲的安華昨日下午抵達吉隆坡的國家王
宮，出席宣誓儀式。他乘坐汽車離開寓所
時沿途向民眾揮手，保安人員的車隊一直
護送他。安華出席宣誓儀式時，其妻子前
副首相旺阿茲莎及他們的6名子女也有出
席。

獲巫統支持
馬來西亞上周六舉行的大選成績出爐
後，沒有任何政黨或聯盟贏得簡單多數議
席，令當地首次出現懸峙國會。在三大陣
營中，希盟取得82席、前總理慕尤丁帶領
的國民聯盟（國盟）得73席、國陣只得30
席。過去數天，各方焦點放在贏得最多議

席的希盟和國盟，如何拉攏國陣和其他地
方政黨。慕尤丁早前聲稱自己獲過半數議
員支持，但國家元首周二召見他和安華後
表明，沒有任何國會議員獲得簡單多數的
支持，希望新政府是一個包容各種族、宗
教及各州代表的團結政府，之後局勢開始
傾向希盟。國陣中的最大政黨馬來民族統
一機構（巫統）最高理事會昨日凌晨宣布
支持「不是由國盟領導的聯合政府」後，
形勢開始對安華大好。

國陣代表出任副總理
消息人士稱，希盟與國

陣就組織團結政府達
成多項協議，包括
由希盟代表出任
總理，國陣代
表出任副總
理，另一名
副總理則保
留給東馬的
政黨代表，並
根據各黨在國
會的席次百分比
分配內閣職位、財
長、內政部長、教育

部長和國防部長等重要官職
須交由總理及副總理決定，
並根據能力和專長公平分配。
安華曾在國陣執政時出任副總

理，1999年至2004年因貪腐瀆職和

雞姦罪入獄，2015年又因另一宗雞姦罪坐
牢，但在2018年希盟勝出大選執政後，
獲時任國家元首特赦及獲釋。安華一直希
望能擔任總理，在等待20多年後終一圓
總理夢。 ◆綜合報道

國 際 新 聞A19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2525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

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俞康敏

證券代碼 600848　　　　　　　　　　　　　 股票簡稱 上海臨港 　　　　　　　　　　　　　 編號：臨2022-068號
　　　　 900928 　　　　　　　　　　　　　　　　　 臨港B股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

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之募集配套資金
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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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數量為37,020,849股，佔公司總股本的1.47%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為2022年12月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類型
1、本次限售股上市類型為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上海臨港」或「上市公司」）發行

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以下簡稱「本次重大資產重組」、「2019年重大資產重組」）之
募集配套資金形成的部分限售股。

2、限售股核准情況
2019年5月9日，公司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證監會」）《關於核准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向上海市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發展總公司等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的批復》（證監許可[2019]831
號），核准向上海市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發展總公司發行745,140,709股股份、向天健置業（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天健置業」）發行22,928,602股股份、向上海久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久壟投資」）發行3,862,911股股
份、向上海莘閔高新技術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莘閔公司」）發行1,038,743股股份、向上海華民置業發展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華民置業」）發行3,364,318股股份、向上海藍勤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藍勤投資」）發行2,492,087
股股份購買相關資產，並核准公司非公開發行股份募集本次重大資產重組配套資金不超過600,000萬元。詳情請見公司
於2019年5月10日披露的《關於收到中國證監會<關於核准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市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發
展總公司等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的批復>的公告》（臨2019-027號）。

3、本次限售股股份登記情況
2019年12月2日，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證券變更登記證明》，公司向上海建工集團投

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建工投資」）、普洛斯投資（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普洛斯」）等共計9家發行對像非公
開發行股份募集配套資金的198,775,880股人民幣普通股股票已辦理完畢股份登記手續。公司股份總數由1,903,292,332
股變為2,102,068,212股，該次發行新增股份均為有限售條件流通股。

詳情請見公司於2019年12月4日披露的《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之募集配套資金
非公開發行股票發行結果暨股本變動公告》(臨2019-073號)。

4、鎖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開發行股份募集配套資金對應新增股份登記手續完成後，非公開發行股份募集配套資金的發行對象及其股
份認購數量和鎖定期情況如下表所示：

序號 發行對像 發行股數（股） 鎖定期（月）
1 上海建工集團投資有限公司 10,000,000 36
2 普洛斯投資（上海）有限公司 20,850,708 36
3 太平洋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太平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分紅-個人分紅) 61,600,000 12
4 太平洋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太平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傳統-普通保險產品) 50,400,000 12
5 中國電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22,398,386 12
6 中信保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70,000 12
7 光大保德信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13,510,390 12
8 廣東奧園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4,170,000 12
9 遠景能源有限公司 11,676,396 12

合計 198,775,880 -

根據以上發行股份限售期的安排，公司向上海建工集團投資有限公司及普洛斯投資（上海）有限公司非公開發行股
票募集配套資金合計30,850,708股（2020年度利潤分配及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方案實施後的限售股數量為37,020,849股）
自新增股份登記完成之日起36個月內不得轉讓，該部分股份預計可上市交易的時間為2022年12月2日；其餘非公開發行
股份募集配套資金的自新增股份登記完成之日起12個月內不得轉讓，該部分股份已於2020年12月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後至今公司股本數量變化情況
1、實施2020年度利潤分配及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方案
2021年6月11日，公司披露了《2020年年度權益分派實施公告》，公司以實施權益分派股權登記日公司總股本為基

數，每10股派發現金紅利3.00元（含稅），同時以資本公積金向全體股東每10股轉增2股。本次權益分派實施完成後，
公司總股本增加至2,522,487,004股，其中，建工投資持有的限售股由10,000,000股增加至12,000,000股；普洛斯持有的
限售股由20,850,708股增加至25,020,849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事項外，公司總股本未發生其他變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關承諾
2019年重大資產重組之募集配套資金中，本次擬解除股份限售的股東建工投資、普洛斯承諾，其認購的本次非公開

發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開發行結束之日起36個月內不上市交易或轉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東嚴格遵守其作出的股份鎖定承諾，不存在違反相關承諾影響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

況。

四、其他事項
1、本次申請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持有方不存在非經營性佔用公司及子公司資金的情況，公司及子公司也未有對其發

生違規擔保等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
2、本次申請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持有方不存在違規買賣公司股票的行為。

五、獨立財務顧問核查意見
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泰君安」）作為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項目的獨立財務顧問，對本次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有關事項進行了核查並發表核查意見如下：
1、截至核查意見出具日，本次擬解除股份限售的股東不存在違反其所作限售承諾的行為；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數量、上市流通時間符合《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

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要求；
3、截至核查意見出具日，公司對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實、準確、完整；
4、獨立財務顧問對公司2019年重大資產重組之募集配套資金部分限售股解禁及上市流通事項無異議。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況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數量為37,020,849股，佔公司總股本的1.47%；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為2022年12月2日；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細清單如下：

序號 股東名稱 持有限售股數量（股） 持有限售股佔公司
總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數量（股） 剩餘限售股數量

（股）
1 建工投資 12,000,000 0.48% 12,000,000 0
2 普洛斯 25,020,849 0.99% 25,020,849 0

合計 37,020,849 1.47% 37,020,849 0

七、股本變動結構表
該部分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後，公司股本結構變動如下：

類別 本次上市前股份數量（股） 變動數（股） 本次上市後股份數量（股）

有限售條件流通
股股份

1、國有法人持股 12,000,000 -12,000,000 0
2、境內非國有法人持股 25,020,849 -25,020,849 0
有限售條件的流通股合計 37,020,849 -37,020,849 0

無限售條件流通
股股份

1、人民幣普通股（A股） 2,356,891,424 37,020,849 2,393,912,273
2、境內上市的外資股（B股） 128,574,731 0 128,574,731
無限售條件的流通股份合計 2,485,466,155 37,020,849 2,522,487,004

股本總額 2,522,487,004 0 2,522,487,004

八、上網公告附件
《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

交易之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2年11月25日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安華安華（（左左））獲大馬國家元首獲大馬國家元首
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右右））任命為總理任命為總理。。

路透社路透社

◆◆安華終圓總理夢安華終圓總理夢。。
美聯社美聯社

◆3D立體掃描器與醫院
使用的CT掃描器相似。

網上圖片

◆◆警方逮捕弗萊徹警方逮捕弗萊徹。。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與國陣籌組聯合政府 化解「懸峙國會」危機

安華就任大馬總理圓夢
馬來西亞大選由於未有陣營取得國會過半數議席，出現「懸峙國

會」引發政治危機。經過多日磋商後，由前副總理安華領導的國會第

一大黨希望聯盟（希盟），終與國民陣線（國陣）達成協議，合作籌組聯合政

府，安華獲國家元首阿卜杜拉委任為總理，昨日下午宣誓就任馬來西亞第

10任總理。

75歲的安華出生於馬來
西亞檳城一個政治世家，父
親曾任國會議員，母親則活
躍於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巫
統）基層。安華早在1990年
代先後出任財長及副總理，
但他的政治生涯幾度浮沉，
更曾兩度入獄。

先後因雞姦貪腐判囚
安華於 1982 年加入巫

統，一直是時任總理馬哈蒂
爾的左右手，更一度被視為
後者的接班人。然而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安華
翌年與馬哈蒂爾因政見不合
決裂，被解除所有黨內職務
並開除黨籍。1999年，安
華先後因雞姦和貪腐指控被
判囚，直至2004年大馬最
高法院才撤銷對他的雞姦指
控，讓他重獲自由。
安華獲釋後領導在野希望

聯盟（希盟），先後參加2008
年和2013年大選。但安華
2015年又被裁定雞姦罪成判
囚5年，錯過競逐2018年大
選的機會。當年大選由希盟
勝出，安華與馬哈蒂爾再度
結盟並獲得特赦，不過執政
聯盟僅維持不到兩年便瓦
解，安華的總理夢再度破
碎。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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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與美國疾病控制
及預防中心（CDC）前日警告，
在新冠疫情影響下，全球多達
4,000 萬兒童未能接種麻疹疫
苗，麻疹正在全球多個區域構成
迫切威脅。
世衞與CDC發表聯合報告，

提到由於新冠疫情限制，多國的
麻疹疫苗接種服務受阻。全球的
預防麻疹疫苗覆蓋率，由2019
年的86%急跌至81%，創2008
年以來最低水平。報告指出，全
球目前有近4,000萬兒童錯過接
種首劑或次劑麻疹疫苗的機會，
極容易受到日趨嚴重的麻疹威脅
影響。報告警告說，麻疹在任何
地方都是一種威脅，因這種病毒
可以迅速在社區當中和邊境之間
傳播。

需95%覆蓋率防爆發
世衞表示，全球大型麻疹爆發

由年初的19個，增至9月時的
30個，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情
況尤其令人關注；雖然未見麻疹
個案大幅增加，但認為現在是時
候採取行動，形容未來12至24
個月是最關鍵時刻。麻疹屬高度
傳染病毒，可透過疫苗預防，但
需有95%覆蓋率才可防止爆發。
全球去年共錄得約900萬宗麻

疹個案，約12.8萬人死亡。世衞
指出過去20年間，麻疹疫苗接
種計劃於全球成功避免5,600萬
人因感染而死亡。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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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乘坐飛機外遊時，在機場都須經過安
檢，其中一項規定是手提行李不可攜帶超過
100毫升的液體，以及需取出電子裝置作保
安檢查。不過英國政府正在當地機場引入新
型3D立體掃描器，提升檢查效率，並計劃在
兩年內廢除旅客手提行李攜帶液體和電子用
品的限制。
英國警方在2006年搗破一宗企圖將炸藥藏
在飲品樽內的炸彈襲擊陰謀後，政府隨即推
出限制措施，旅客只可攜帶不超過100毫升
的液體，且需放在一個可再密封的透明膠袋

內。據消息人士稱，英國政府考慮在2024年
中或之前引入新型掃描器，它與醫院使用的
電腦斷層掃描（CT Scan）器相似，可以更
清楚顯示手提行李內的物品。

運輸部擬兩年內全面改用
倫敦希思羅機場自2017年便開始測試這款

掃描器，並正安裝更多掃描器，運輸部要求
在2024年前完成。目前美國亞特蘭大國際機
場及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等大型機場，均
已安裝同款掃描器，令當局更易找出手提行

李內的違禁品。
英國運輸大臣哈珀受訪時表示，航空安全

非常重要，但會適時作出檢討，旅客目前仍
要遵守有關規定。 ◆綜合報道

英機場改用3D掃描器
或撤手提行李攜液體限制

英國警方與美國及荷蘭等多國聯手調查
下，搗破當地歷來最大宗網絡詐騙案，拘捕
逾100人。案件涉及一個「一站式詐騙網
站」，騙徒可付款利用它發出虛假電話騙取
金錢，估計英國民眾遭詐騙損失超過5,000
萬英鎊（約4.7億港元）。

騙徒自費買「偽裝功能」
該網站名為iSpoof，由2020年底開始營

運，騙徒向該網站支付比特幣，從而獲取一
項「偽裝功能」，讓他們假扮成銀行或稅務
局等大型機構致電給目標，誘騙其交出金錢
或銀行賬號。在截至今年8月的一年間，騙
徒從全球透過iSpoof共發出約1,000萬個詐
騙電話，當中約350萬個由英國打出，約四
成撥往美國、超過三成撥往英國，目標人數
逾20萬人，平均每分鐘有近20人使用該網
站進行詐騙。

案中最大單一被騙款額為300萬英鎊（約
2,833萬港元），估計經營iSpoof的集團在
20個月內賺取約320萬英鎊（約3,022萬港
元）。
被捕者包括該網站的34歲幕後主腦弗萊

徹，警方指他居於倫敦東部，過着奢華生
活。他已被控製造或提供用於欺詐物品、參
與有組織犯罪活動，以及擁有透過犯罪所
得，正還押候審。 ◆綜合報道

英破歷來最大網絡騙案 拘逾百人涉款4.7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