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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0         证券简称：四创电子        编号：临2018-002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累计收到各类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现对安

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创电子”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7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获得各类补助的情况公告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来源和依据 获得单位 到账时间 补助类型 

1 

“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项目

专项经费”（多波段主被动毫米波

云水探测仪开发和应用） 

20,000,000.00 
科学技术部资源配置与管理司 

国科发财[2013]638 号 
四创电子 2017/2/13 与资产相关 

2 
省重点研究与开发专项款（基于北

斗高精度 AIS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 
   300,000.00  

合肥市科技局 

科计[2017]19 号 
四创电子 2017/5/10 与资产相关 

3 
北斗导航综合监测系统工程技术标

准课题费 
   400,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建标[2016]248 号 

四创电子 2017/8/31 与资产相关 

4 
科技创新政策专项资金计划（购置

研发仪器设备补助） 
 2,110,000.00  

合肥市科学技术局 

科计[2017]59 号 
四创电子 2017/10/27 与资产相关 

5 
2017 年市促进自主创新政策（购置

研发仪器设备补助） 
 1,055,000.00  

合肥市科学技术局 

合政办秘[2017]68 号 
四创电子 2017/11/24 与资产相关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W 波段测云

雷达” 
 1,536,900.00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四创电子 2017/12/15 与资产相关 

7 
2017 年市促进自主创新政策（购置

研发仪器设备补助） 
 1,055,000.00  

高新区科学技术局 

合政办秘[2017]68 号 
四创电子 2017/12/28 与资产相关 

8 
重点区域综合气象信息探测新型装

备项目 
 5,000,000.0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四创电子 2017/12/29 与资产相关 

9 

市关键技术重大研发类项目（基于

北斗的动态监控与应急指挥关键技

术研发与应用） 

 1,500,000.00  
合肥市科技局 

合科[2017]130 号 
四创电子 2017/12/31 与资产相关 

10 

市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政策（基于

区块链的内河运输监管云服务平台

的研发与应用） 

 1,000,000.00  
合肥市人民政府 

合政[2017]62 号 
四创电子 2017/12/31 与资产相关 

11 
2017 年下半年工业固定资产事后奖

补类技改项目  
   686,600.00   高新区经贸局 华耀电子 2017/12/31 与资产相关 



 

 2 

12 
省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兑现（研发设

备十万以上）  
   521,000.00  

 合肥市科学技术局 

皖政[2017]52 号  
华耀电子 2017/10/31 与资产相关 

13 
省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兑现（研发设

备十万以上）（市级配套奖励）  
   260,500.00  

 合肥市科学技术局 

皖政[2017]52 号 
华耀电子 2017/11/30 与资产相关 

14 
市自主创新政策兑现第 23 条（仪器

设备共享补助奖励）  
   174,500.00  

 合肥市科技局 

合政办秘[2017]68 号  
华耀电子 2017/12/31 与资产相关 

  与资产相关小计 35,599,500.00         

1 
2016年 10月-12月软件产品增值税

即征即退款 
    26,324.79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2011]100 号 
四创电子 2017/2/28 与收益相关 

2 工业设计奖励（市级工业设计中心）    300,000.00  
高新区经贸局 

合高管[2016]128 号 
四创电子 2017/3/31 与收益相关 

3 服务外包奖励    100,000.00  
高新区科技局 

合高管[2016]128 号 
四创电子 2017/3/31 与收益相关 

4 
售出首台技术装备奖励（全 IP数字

化指挥信息系统） 
   200,000.00  

高新区经贸局 

合高管[2016]128 号 
四创电子 2017/3/31 与收益相关 

5 
2017 年度经济工作会议表彰（高成

长优质奖） 
   120,000.00  高新区经贸局 四创电子 2017/3/31 与收益相关 

6 2016 年军贸贴息款    610,000.0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四创电子 2017/3/31 与收益相关 

7 
安徽新产品奖励（鼓励企业创优达

标转型升级） 
   200,000.00  

高新区经贸局 

合高管[2016]128 号 
四创电子 2017/3/31 与收益相关 

8 知识产权奖励    100,000.00  
高新区科技局 

合政[2016]35 号 
四创电子 2017/3/31 与收益相关 

9 

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资金（企业电

力能效检测系统建设区级配套资

金） 

    15,200.00  
高新区经贸局 

皖经信财务[2016]257 号 
四创电子 2017/3/31 与收益相关 

10 出口信用险保费补贴     10,613.76  
安徽省商务厅 

皖商办贸发函[2016]44 号 
四创电子 2017/3/31 与收益相关 

11 博士后工作站补助     20,000.00  
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皖人发[2002]75 号 
四创电子 2017/5/16 与收益相关 

12 2017 年一季度软件退税款     77,777.79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2011]100 号 
四创电子 2017/5/31 与收益相关 

13 
自主创新兑现政策第 25条技术合同

交易额奖励 
   150,000.00  

合肥市科技局 

合政[2016]35 号、合政办秘

[2016]65 号 

四创电子 2017/6/27 与收益相关 

14 2017 年二季度软件退税    107,692.26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2011]100 号 
四创电子 2017/8/31 与收益相关 

15 安徽省院士工作站绩效评价    200,000.00  合肥市科技局 四创电子 2017/9/30 与收益相关 

16 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奖励     30,000.00  
高新区科技局 

皖知协[2016]61 号 
四创电子 2017/9/30 与收益相关 

17 机载 W 波段测云雷达关键技术研究 90,000.00  
高新区科技局 

皖政[2017]60 号 
四创电子 2017/9/30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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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支持制造强省建设政策（安徽省重

点软件企业奖补） 
 1,500,000.00  

合肥市经信委 

皖政[2017]53 号 

皖经信财务[2017]155 号 

四创电子 2017/10/31 与收益相关 

19 
市自主创新政策第 10 条（在站院士

生活补助） 
    50,000.00  

合肥市科技局 

合政办秘[2017]68 号 
四创电子 2017/11/17 与收益相关 

20 企业岗位补贴    443,163.00  合肥市财政局 四创电子 2017/11/23 与收益相关 

21 2017 年三季度软件退税     23,333.33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2011]100 号 
四创电子 2017/11/28 与收益相关 

22 2017 省级对外合作资金     71,000.00  
高新区经贸局 

皖商办外经函[2017]155 号 
四创电子 2017/11/29 与收益相关 

23 
2016 年度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

金 
   300,000.00  

高新区经贸局 

合商外贸[2017]128 号 
四创电子 2017/12/11 与收益相关 

24 博士后科研项目资助费     40,000.00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创电子 2017/12/20 与收益相关 

25 
市自主创新政策兑现第 16条合同交

易额奖励  
   150,000.00  

合肥市科技局 

合政办秘[2017]68 号 
四创电子 2017/12/20 与收益相关 

26 
2017 年 11 月份合肥市自主创新政

策兑现 
    19,200.00  

合肥市科技局 

合科[2017]134 号 
四创电子 2017/12/20 与收益相关 

27 
2016 省外贸促进资金（出口信用险

保费补贴项目） 
    86,562.00  高新区经贸局 四创电子 2017/12/22 与收益相关 

28 2016 年省级专利补助     15,000.00  高新区科技局 四创电子 2017/12/28 与收益相关 

29 
安徽省信息消费创新产品奖励专项

资金 
   200,000.00  

安徽省经信委 

皖经信软件函[2017]1165 号 
四创电子 2017/12/31 与收益相关 

30 

市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政策（北斗

/GPS 兼容一体化终端生产技术改造

项目） 

 2,020,800.00  
合肥市人民政府 

合政[2017]62 号 
四创电子 2017/12/31 与收益相关 

31 制造强省建设政策第二十八条     500,000.00  
 合肥市经信委 

皖政[2017]53 号 
华耀电子 2017/10/31 与收益相关 

32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项目     238,569.80   高新区经贸局  华耀电子 2017/12/31 与收益相关 

33 2016（安徽精品）政府奖励    200,000.00  
 高新区经贸局 

皖经信科技[2016]239 号  
华耀电子 2017/2/28 与收益相关 

34 制造强省建设政策第十五条     200,000.00  
 高新区经贸局 

皖政[2017]53 号  
华耀电子 2017/10/31 与收益相关 

35 "2+2"政策补贴（新产品补贴）    150,000.00  
 高新区经贸局 

合高管[2016]128 号  
华耀电子 2017/3/31 与收益相关 

36 "2+2"政策补贴    100,000.00  
 高新区人事局 

合高管[2016]128 号  
华耀电子 2017/3/31 与收益相关 

37 省 115 创新团队政府奖励    100,000.00  
 省委组织部 

皖办发[2006]12 号  
华耀电子 2017/7/31 与收益相关 

38 
高新区鼓励自主创新促进新兴产业

发展政策（知识产权奖励）  
    30,000.00  

合肥市高新区 

合高管[2016]128 号 
华耀电子 2017/9/30 与收益相关 

39 知识产权补贴"2+2"政策补贴     25,000.00   高新区科技局 华耀电子 2017/3/31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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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高管[2016]128 号  

40 
省科学技术奖励（省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  
    20,000.00  

 合肥市科技局 

科成技[2009]41 号  
华耀电子 2017/9/30 与收益相关 

41 “1+3+5 政策”第 14 条      1,000.00  
 高新区科技局 

合政办秘[2016]65 号  
华耀电子 2017/10/31 与收益相关 

42 
全国粮食行业技能拔尖人才选拔使

用管理实施办法（委托服务）  
    56,603.77  

国家粮食局 

 国粮办人[2017]323 号  
博微长安 2017/12/21 与收益相关 

43 
2017 年制造强省建设（2017 年工业

投资综合奖励） 
 1,500,000.00  

安徽省经信委 

皖经信财务[2017]160 号  
博微长安 2017/11/1 与收益相关 

44 “三重一创“建设项目    802,400.00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厅 

皖发改产业[2017]312 号  
博微长安 2017/11/2 与收益相关 

45 2016 年度工业发展设备投资项目    520,425.00  
六安市经信委、财政局 

六经信综[2017]30 号  
博微长安 2017/10/27 与收益相关 

46 
六安市市直工业企业节约使用土地

奖励  
   489,200.00  

六安市政府 

六政办秘[2014]111 号  
博微长安 2017/9/6 与收益相关 

47 2016 年人口计生考评先进单位奖励      3,000.00  
六安市经开区管委会 

六开人口组[2017]1 号  
博微长安 2017/6/22 与收益相关 

48 
2016 年度品牌建设奖励款（标准化

良好行为企业 2A 级） 
    20,000.00  

六安市经开区管委会 

六开管[2015]44 号  
博微长安 2017/5/26 与收益相关 

49 
2016 年度品牌建设奖励款（2008 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 
    10,000.00  

六安市经开区管委会 

六开管[2015]44 号  
博微长安 2017/5/26 与收益相关 

50 
2017 年度军民融合引导资金扶持项

目 
   600,000.00  

六安市经信委 

 六经信[2017]66 号  
博微长安 2017/5/11 与收益相关 

51 科技创新补贴     30,000.00  
 合肥高新区 

合高管[2017]21 号  
博微长安 2017/3/1 与收益相关 

52 
2017 年市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奖

励 
   200,000.00  

六安市经开区管委会 

六开管[2015]44 号  
长安专汽 2017/12/18 与收益相关 

53 财政局进出口奖励     20,000.00  
六安市商务局、财政局 

 六商务[2016]48 号  
长安专汽 2017/5/5 与收益相关 

 
与收益相关小计 13,092,865.50         

（备注：合肥华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简称“华耀电子”，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90.83%。安徽

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博微长安”，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长安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简称

“长安专汽”，是博微长安全资子公司。）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各项补助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及时进行相关会计处

理。与收益相关的，计入当期损益；与资产相关的，确认为递延收益，自长期资

产可供使用时起，按照长期资产的预计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转入当期

损益。2017年度，各项补助中35,599,500.00元确认为递延收益，13,092,865.50



 

 5 

元计入2017年度当期损益。上述补助累计将对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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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