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18—临 004 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 2017 年 1 月 11 日至 2018 年 1 月 11日，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白银有色”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白银有色红鹭物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红鹭物资”）、白银市红鹭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鹭贸

易”）、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通公司”）、甘肃厂坝

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厂坝公司”）、白银有色渣资源综合利用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渣资源公司”）、东方红鹭（北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红鹭”）、上海红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红鹭”）、江苏红

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红鹭”）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人民

币 27,620,766.72 元（未经审计），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母净利

润的 10.98%，具体明细如下： 

序

号 

收款单位 项目内容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元） 

与收益/

资产相关 

补助依据 

1 白银有色 增值税即征即退款 2017.01.25 1,463,656.39 收益 退抵税申请表 

2 白银有色 专利资助资金 2017.02.24 48,500.00 收益 甘知发（2016）8

号 

3 白银有色 专项奖励款 2017.03.23 90,000.00 收益 甘知发（2017）8

号 

4 白银有色 扶持资金 2017.04.19 2,793,000.00 收益 甘财经一（2017）

36号 



5 白银有色 2015年标准创新贡

献奖励款 

2017.06.28 200,000.00 收益 市政发（2016）53

号 

6 白银有色 2015年名牌产品奖

励款 

2017.06.28 80,000.00 收益 白银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白银市

获得 2015年度甘

肃名牌产品称号

企业的决定 

7 白银有色 中国驰名商标的奖

励款 

2017.07.18 200,000.00 收益 市政发（2017）90

号 

8 白银有色 2017年度第一批外

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2017.09.20 3,000,000.00 收益 市财经建发

（2017）43号 

9 白银有色 2017年第三批外经

贸发展专项资金 

2017.12.15 2,200,000.00 收益 市财经建发

（2017）109 号 

10 白银有色 2017年第四批外经

贸发展专项资金 

2017.12.29 12,000,000.00 收益 市财经建发

（2017）120 号 

11 白银有色 专利资助金 2017.12.19 42,500.00 收益 关于拨付第二批

2017 年度甘肃省

专利资助资金的

通知 

12 白银有色 专利资助金 2017.07.11 58,656.50 收益 暂无 

13 白银有色 2017年科技创新奖

补资金 

2017.06.30 300,000.00 收益 甘科计（2017）5

号 

14 白银有色 2016年科学技术奖

励款 

2017.04.19 80,000.00 收益 甘科成函（2017）

3号 

15 红鹭物资 服务业发展专项资

金 

2017.12.28 20,000.00 收益 市财经建发

（2017）64号 

16 红鹭贸易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

金 

2017.12.29 250,000.00 收益 市财经建发

（2017）117 号 

17 长通公司 首席专家工作室经

费 

2017.02.10 10,000.00 收益 白银市推选工业

行业首席专家工

作方案 

18 长通公司 科学技术奖金 2017.04.17 80,000.00 收益 甘科成函（2017）

3号 



19 长通公司 表彰 2015年度甘肃

名牌产品称号奖金 

2017.04.21 40,000.00 收益 市政发（2016）52

号 

20 长通公司 2012-2013 年返还

税款 

2017.05.24 611,548.21 收益 暂无 

21 长通公司 2016年甘肃省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奖金 

2017.06.02 200,000.00 收益 市财教发（2017）

34号 

22 长通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奖金 2017.06.02 50,000.00 收益 市财教发（2017）

34号 

23 长通公司 支持企业稳定生产

资金 

2017.08.15 46,900.00 收益 市财经建发

（2017）23号 

24 长通公司 2016年促进引资和

投资优惠政策扶持

奖励资金 

2017.12.19 1,090,100.00 收益 白高新财发

（2017）32号 

25 长通公司 稳岗补贴 2017.12.25 199,277.00 收益 白人社发（2017）

471 号 

26 厂坝公司 2015年责任书奖金 2017.02.22 385,000.00 收益 成委（2016）118

号 

27 厂坝公司 2016财税工作先进

单位奖金 

2017.05.11 5,000.00 收益 成委（2017）23

号 

28 渣资源公司 即征即退增值税款 2017.02.04 118,441.51 收益 退抵税申请表 

29 渣资源公司 即征即退增值税款 2017.08.29 73,192.12 收益 退抵税申请表 

30 渣资源公司 即征即退增值税款 2017.09.30 220,200.67 收益 退抵税申请表 

31 渣资源公司 即征即退增值税款 2017.10.31 235,669.03 收益 退抵税申请表 

32 东方红鹭 2017年上半年税收

返还 

2017.10.26 72,519.00 收益 房山区关于优化

区内投资环境的

若干政策 

33 东方红鹭 2016年下半年税收

返还 

2017.05.09 1,511.00 收益 房山区关于优化

区内投资环境的

若干政策 

34 江苏红鹭 地方政策奖励 2017.03.31 85,940.18 收益 暂无 

35 江苏红鹭 地方政策奖励 2017.05.22 32,707.88 收益 暂无 



36 江苏红鹭 地方政策奖励 2017.06.13 7,857.95 收益 暂无 

37 上海红鹭 财政扶持资金 2017.08.07 900,000.00 收益 协议书 

38 江苏红鹭 地方政策奖励 2017.11.14 33,256.63 收益 暂无 

39 江苏红鹭 地方政策奖励 2017.12.27 295,332.65 收益 暂无 

注 1：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以上政府补助均系现金形式的补助，截止本公告日，上述补助资

金已全部到账。  

注 2：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尚有部分未取得政府有关部门正式批文，故文件依据为

“暂无”。 

二、补助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上述累计获得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27,620,766.72 元，将对公司 2017 年度的净利润产生一

定影响。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

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