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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红

太阳”）及下属子公司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

国星”）、南京华洲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洲药业”）、南京

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生化”）、安徽瑞邦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瑞邦”）、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华歌”）、南京红太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际贸易”）2017年度累计收到政府补助资金共计 7,861.58

万元。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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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太阳 高淳环保局 环保补助 1,500,000.00 2017.1.31 高环发（2017）3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2 红太阳 高淳财政局 财政扶持资金 120,000.00 2017.3.28 /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3 红太阳 高淳区政府 两化融合补助 500,000.00 2017.5.16 高政发（2017）59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4 红太阳 高淳区政府 高新技术企业补助 100,000.00 2017.5.16 高政发（2017）59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5 红太阳 中国农资公司 农药储备补助 663,400.00 2017.6.16 救灾农药储备息文件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6 红太阳 南京社保中心 稳岗补贴 177,340.49 2017.8.7 宁人社（2015）132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7 红太阳 
南京财政局 

南京商务局 
外贸发展专项资金 58,300.00 2017.8.17 宁商外贸（2017）232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8 红太阳 
南京财政局 

南京经信委 
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900,000.00 2017.12.15 宁财企（2017）880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9 红太阳 南京财政局 太湖治理专项资金 10,735,000.00 2017.12.31 宁发改区域字（2017）650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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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徽国星 当涂开发区 党建先进集体 10,000.00 2017.1.11 当涂开发区文件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11 安徽国星 马鞍山人社局 企业技能培训补贴 31,800.00 2017.1.13 就业专项资金实施细则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12 安徽国星 马鞍山人社局 失业保险基金 85,000.00 2017.1.24 马政办秘﹝2016﹞90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13 安徽国星 当涂开发区 税收扶持款 1,200,000.00 2017.3.15 
入园协议 

国星司字 2009-29 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14 安徽国星 马鞍山人社局 政府惠普补贴 166,306.00 2017.3.15 当人社〔2016〕56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15 安徽国星 马鞍山发改委 进出口先进企业 30,000.00 2017.3.16 马鞍山市发改委文件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16 安徽国星 当涂环保局 焚烧炉油改气 100,000.00 2017.3.20 环保专项资金补助公示文件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17 安徽国星 当涂财政局 纳税大户 100,000.00 2017.3.29 当涂财政局文件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18 安徽国星 当涂财政局 纳税大户 100,000.00 2017.4.11 当涂财政局文件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19 安徽国星 当涂开发区 税收扶持款 5,500,000.00 2017.4.14 
入园协议 

国星司字 2009-29 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20 安徽国星 当涂开发区 土地使用税奖补 3,292,864.00 2017.5.25 当政（2014）58 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21 安徽国星 当涂经信委 转型升级资金兑现 964,900.00 2017.6.8 
当经〔2016〕62 号 

当政〔2016〕11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22 安徽国星 当涂开发区 税收扶持款 5,784,899.00 2017.6.12 
入园协议 

国星司字 2009-29 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23 安徽国星 当涂经信委 发明专利资助 18,060.00 2017.6.26 
当经〔2016〕62 号 

当政〔2016〕11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24 安徽国星 马鞍山商务局 激励资金 450,000.00 2017.6.28 申报省级外贸促进资金通知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25 安徽国星 马鞍山总工会 幸福家园补助 5,000.00 2017.7.14 /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26 安徽国星 南京人社局 稳岗补贴 60,654.98 2017.7.14 宁人社〔2015〕38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27 安徽国星 安徽组织部 115 产业创新团队 100,000.00 2017.7.26 皖办发（2006）12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28 安徽国星 马鞍山商务局 外贸政策资金兑现 50,000.00 2017.8.8 申报省级外贸促进资金通知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29 安徽国星 当涂地税局 个人所得税奖补 19,422.64 2017.8.28 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办法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30 安徽国星 马鞍山水利局 节水型企业补助 100,000.00 2017.9.7 皖经信节能〔2017〕79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31 安徽国星 当涂经信委 企业转型升级资金 1,150,000.00 2017.10.17 马政（2015）85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32 安徽国星 当涂经信委 产业扶持资金兑现 3,800,000.00 2017.10.19 马政（2015）85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33 安徽国星 当涂人社局 人才政策资金兑现 50,000.00 2017.10.20 马政〔2015〕85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34 安徽国星 当涂经信委 科技政策兑现资金 195,000.00 2017.10.24 马政（2015）85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35 安徽国星 安徽发改委 
重大新兴产业基地新

建项目补助 
962,100.00 2017.10.25 皖政〔2017〕51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36 安徽国星 安徽财政厅 环保专项资金 600,000.00 2017.10.25 省级环保专项资金公示文件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37 安徽国星 安徽知产局 专利资助 60,000.00 2017.10.30 /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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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安徽国星 当涂科技局 科技计划项目 80,000.00 2017.11.17 /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39 安徽国星 当涂人社局 人才政策资金兑现 50,000.00 2017.11.28 马政〔2015〕85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40 安徽国星 安徽经信委 制造强省建设补助 3,940,000.00 2017.11.30 财企（2017）1320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41 安徽国星 马鞍山经信委 产业政策资金兑现 234,500.00 2017.11.30 
皖政〔2017〕52 号 

财教〔2017〕1223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42 安徽国星 安徽科技厅 创新省份建设专项款 796,000.00 2017.11.30 
皖政〔2017〕52 号 

财教〔2017〕1223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43 华洲药业 
高淳产业发展

推进组 
专利大户奖励 555,200.00 2017.4.28 高产业办发[2017]1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44 华洲药业 高淳科技局 专利资助 10,000.00 2017.6.1 /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45 华洲药业 南京社保中心 稳岗补贴 73,042.34 2017.08.23 宁人社（2015）132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46 南京生化 
南京江北新区

科技局 
创新示范基金 150,000.00 2017.8.7 

宁科（2017）181 号 

宁财教（2017）449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47 南京生化 
南京经信委 

南京财政局 
新兴产业引导资金 300,000.00 2017.8.18 

宁经信投资（2017）317 号 

宁财企（2017）483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48 南京生化 
南京人社局 

南京财政局 
技能培训资金 101,600.00 2017.3.16 宁人社(2016) 147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49 南京生化 
南京人社局 

南京财政局 
技能培训资金 209,200.00 2017.12.7 宁人社(2016) 147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50 南京生化 
南京科委 

南京财政局 
知识产权补助 50,000.00 2017.12.8 

宁科（2017）375 号 

宁财教（2017）958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51 南京生化 江苏质监局 质量强省专项经费 50,000.00 2017.12.14 苏政发（2012）91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52 南京生化 南京经信委 产业转型专项资金 500,000.00 2017.12.15 宁财企（2017）880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53 南京生化 
南京科委 

南京财政局 
项目补助 10,000.00 2017.12.22 

宁科（2017）191 号 

宁财教（2017）478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54 南京生化 
南京科委 

南京财政局 
专利资助 10,000.00 2017.12.22 

宁科（2017）191 号 

宁财教（2017）478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55 南京生化 
南京江北新区

科技局 
科技创新补助 175,000.00 2017.12.29 宁新区委发（2017）5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56 南京生化 
南京江北新区

科技局 
专利资助 2,000.00 2017.12.14 /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57 安徽瑞邦 当涂开发区 土地税用税奖补 2,487,147.00 2017.5.25 当政〔2014〕58 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58 安徽瑞邦 当涂经信委 转型升级资金兑现 1,800.00 2017.6.8 当经〔2016〕62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59 安徽瑞邦 马鞍山商务局 物流补贴 18,000.00 2017.6.28 申报省级外贸促进资金通知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60 安徽瑞邦 马鞍山商务局 外贸政策资金兑现 2,000.00 2017.8.7 申报省级外贸促进资金通知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61 安徽瑞邦 马鞍山商务局 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21,000.00 2017.10.13 
省级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

资金申报通知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62 安徽瑞邦 马鞍山经信委 产业扶持资金兑现 469,700.00 2017.10.19 马政（2015）85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63 安徽瑞邦 马鞍山科技局 科技政策资金兑现 200,000.00 2017.10.19 马政（2015）85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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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安徽瑞邦 当涂人社局 人才政策资金兑现 900.00 2017.10.20 马政（2015）85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65 安徽瑞邦 当涂科技局 科技政策资金兑现 5,000.00 2017.10.24 马政（2015）85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66 安徽瑞邦 安徽发改委 
“三重一创”建设专项

引导资金 
625,000.00 2017.10.25 皖政（2017）51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67 安徽瑞邦 国家工信部 国家工业转型升级款 2,900,000.00 2017.11.02 财建（2017）373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68 安徽瑞邦 安徽科技厅 创新省份建设专项款 1,510,000.00 2017.11.30 皖政（2017）51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69 安徽瑞邦 马鞍山科技局 产业政策资金兑现 155,000.00 2017.11.30 皖政（2017）51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70 重庆华歌 
重庆经信委 

重庆财政局 
流动资金贷款贴息 190,000.00 2017.1.11 渝经信发（2016）80 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71 重庆华歌 
重庆经信委 

重庆财政局 
工业振兴专项资金 180,000.00 2017.2.24 渝经信发（2016）101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72 重庆华歌 万州经开区 企业党员活动补助 3,700.00 2017.5.4 /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73 重庆华歌 
重庆人社局 

重庆财政局 
失业补贴 69,663.00 2017.8.3 渝人社发（2015）156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74 重庆华歌 万州财政局 流动资金补助 350,000.00 2017.8.7 万州财产业发（2017）5 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75 重庆华歌 
万州科委 

万州财政局 
应研资金补助 150,000.00 2017.8.14 万州科委发（2017）9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76 重庆华歌 
万州经信委 

万州经开区 
研发投入补助 340,000.00 2017.10.17 万州经信发（2017）23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77 重庆华歌 万州经开区 税收返还 4,218,800.00 2017.11.15 万州经管函（2014）10 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78 重庆华歌 重庆经信委 
“双百企业”流动资金

支出补贴 
200,000.00 2017.12.19 渝经信运行（2017）109 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79 重庆华歌 万州财政局 新产品研发奖励 50,000.00 2017.12.20 万州财产业发（2017）15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80 重庆华歌 万州财政局 
废气、废水环保综合

处理项目补助 
1,350,000.00 2017.12.20 万州财产业发（2017）15 号 与资产相关 递延收益 

81 重庆华歌 重庆财政局 项目技改补助 2,400,000.00 2017.12.12 渝财产业（2017）285 号 与资产相关 递延收益 

82 重庆华歌 万州经开区 城市建设配套补助 1,832,990.40 2017.12.22 万州经开党纪（2017）14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83 重庆华歌 万州经开区 城市建设配套补助 7,560,000.00 2017.12.25 万州经开党纪（2017）14 号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84 国际贸易 高淳财政局 财政扶持资金 3,288,500.00 2017.8.18 宁商财(2017)325 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85 国际贸易 高淳财政局 财政扶持资金 1,000,000.00 2017.11.27 宁商财(2017)525 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 合计 / / 78,615,789.85 / / / / 

二、补助类型及对公司影响 

1、补助类型及对公司影响 

上述补助资金均已到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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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自 2017 年 1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将上述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的金额为 375.00 万元，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额为 7,486.58 万元。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17年度

利润产生的影响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2、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政府补助具体的会计处理须以审计机构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