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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控股公司健能隆医药技

术（上海）有限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27.50 万元，自此，公司及下

属全资、控股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报告披露日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款合计人民币 7,529.6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 10.21%，具体情况详见下文附件。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上述政府补助均系

与收益相关。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

补助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公司当期损益。其中与收益相关的且与

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累计金额为 7,422.56 万元，计入其他收益，与公司

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107.12 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资金对公司 2019 年度利润产生正面影响，预计增加税前利润

总额 7,529.68 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19 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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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投资。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24 日



 

附件： 

序号 收款单位 发放主体 补助原因或项目 政策依据 收到补助时间 补助金额 记账科目 是否可持续 

1 湖南芙蓉制药有限公司 岳阳开发区财政局 废气治理设备设施 湘财建二字〔2018〕9 号文件 省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2019年 1 月21日 10.00 其他收益 否 

2 天长亿帆制药有限公司 天长市科技局 
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复方黄黛片

的二次开发研究及产业化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

52 号） 
2019年 1 月21日 100.00 其他收益 否 

3 天长亿帆制药有限公司 天长市科技局 研发仪器设备补助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

52 号） 
2019年 1 月21日 1.40 其他收益 否 

4 
湖州鑫富新材料有限公

司 

菱湖镇经济建设服务

中心 
2018 年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关于转发《浙江省商务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8 年省级公共海外

仓（第四批）申报的通知》的通知），湖商务联发〔2018〕102 号 
2019年 1 月23日 5.38 其他收益 否 

5 
西藏鑫富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专项奖励资金 藏政发 2018年 25 号文件 2019年 1 月24日 104.31 其他收益 否 

6 
安徽新陇海药业有限公

司 
萧县财政局 三沟治理补偿款 

《关于征收龙潭沟、虎山沟、丰收沟治理项目区域内房屋及附属物的公

告》 
2019年 1 月25日 99.53 营业外收入 否 

7 
安庆市鑫富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安庆市大观区财政局 2017 年科技政策奖补资金 《安庆市 2018 年推进科技创新若干政策》 宜政发[2018]9号 2019年 1 月28日 0.40 其他收益 否 

8 重庆鑫富化工有限公司 长寿区经开区管委会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奖励 
《长寿经开区入驻企业开展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工作奖励方案（2018—

2020 年）》的通知，长寿经开发〔2018〕26 号 
2019年 1 月28日 3.00 其他收益 否 

9 宿州亿帆药业有限公司 宿州市财政局 宿州经开区《五抓五送》奖补 
《关于对 2018 年度“五抓五送”活动进行以奖代补的通知》（皖非公党

发〔2018〕3 号） 
2019年 1 月29日 0.30 其他收益 否 

10 重庆鑫富化工有限公司 长寿区经开区管委会 
2018 年重点安全生产工作奖励补

贴 

按照《关于深入推进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危化

品安全“体检”等2018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的通知》，长寿经开办发〔2018〕

55 号 

2019 年 3 月 9 日 9.60 其他收益 否 

11 宿州亿帆药业有限公司 宿州市财政局 2018 研发设备补助 
《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皖政〔2017〕52 号）、《安徽省支持科技

创新若干政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7〕1223号） 
2019年 3 月13日 0.75 其他收益 否 



 

序号 收款单位 发放主体 补助原因或项目 政策依据 收到补助时间 补助金额 记账科目 是否可持续 

12 宿州亿帆药业有限公司 宿州市财政局 2018 年省科技重大专项市级补助 
宿州市财政局 宿州市科技局关于印发《宿州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 
2019年 3 月21日 180.00 其他收益 否 

13 宿州亿帆药业有限公司 宿州市财政局 2018 研发设备补助 
《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皖政〔2017〕52 号）、《安徽省支持科技

创新若干政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7〕1223号） 
2019年 3 月21日 1.80 其他收益 否 

14 宿州亿帆药业有限公司 宿州市财政局 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支持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意见》(宿政秘

〔2017〕68 号) 
2019 年 4 月 3 日 20.00 其他收益 否 

15 杭州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临安市税务局 残疾人个税 
《财政局、国家税务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

税[2007]92 号文 
2019年 4 月11日 0.21 其他收益 否 

16 天长亿帆制药有限公司 天长市经信委 三十佳企业奖励 
中共天长市委天长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动工业经济加快转型发展

的实施意见》（天发[2018]11 号） 
2019年 4 月24日 12.10 其他收益 否 

17 天长亿帆制药有限公司 天长市经信委 购置设备补助 
中共天长市委天长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动工业经济加快转型发展

的实施意见》（天发[2018]12 号） 
2019年 4 月24日 10.20 其他收益 否 

18 宿州亿帆药业有限公司 宿州市财政局 
宿州市就业管理中心失业保险返

还款 

《关于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的通知》(皖人社发

〔2017〕37 号)、《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技能提升培训

补贴发放公示》 

2019年 4 月24日 2.95 其他收益 否 

19 天长亿帆制药有限公司 天长市科技局 研发仪器设备补助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

52 号） 
2019年 4 月28日 0.90 其他收益 否 

20 天长亿帆制药有限公司 天长市科技局 
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复方黄黛片

的二次开发研究及产业化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

52 号） 
2019年 4 月28日 30.00 其他收益 否 

21 
健能隆医药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 
专利补助 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知识产权资助资金操作细则 2019年 4 月28日 0.60 其他收益 是 

22 四川信和医药有限公司 
成都市就业服务管理

局 
2018 年稳岗补助 

成都发[2018]14号成都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关于市本级企业申报 2018年稳

岗补贴的通知 
2019年 4 月30日 2.20 其他收益 否 

23 宿州亿帆药业有限公司 宿州市财政局 2018 年省科技重大专项市级补助 宿州市财政局 宿州市科技局关于印发《宿州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 2019年 5 月13日 90.00 其他收益 否 



 

序号 收款单位 发放主体 补助原因或项目 政策依据 收到补助时间 补助金额 记账科目 是否可持续 

法》的通知 

24 杭州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临安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 
工业企业绿色发展项目奖励 

区经信局、区财政局关于下达杭州市临安区 2018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财政

资金（第一批）的通知，临经信综[2019]27 号 
2019年 5 月13日 3.00 其他收益 否 

25 
湖州鑫富新材料有限公

司 
湖州市就业管理局 社保费返还 25%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

施意见》对裁员率不高于 5%且符合相关条件按 2018年实际上交保险费

25%返还，浙政发[2018]50 号文 

2019年 5 月16日 59.89 其他收益 否 

26 
安庆市鑫富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安庆市财政局 安庆市劳动就业局稳岗补贴 《关于开展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的通知》皖人社秘[2019]166 号 2019年 5 月16日 5.63 其他收益 否 

27 
安庆市鑫富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安庆市财政局 

安庆市大观区财政局“三重一创”

奖补资金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支持“三重一创”建设若干

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皖发改产业[20017]312 号 
2019年 5 月17日 100.00 其他收益 否  

28 杭州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区就业管

理服务处 
困难企业社保费返还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

施意见》对裁员率不高于 5%且符合相关条件按 2018年实际上交保险费

25%返还，浙政发[2018]50 号文 

2019年 5 月20日 228.02 其他收益 否 

29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 

2018 年先进技术标准资助项目资

金（生物降解聚对苯二甲酸-己二

酸丁二酯 15万，化妆品用原料 D-

泛醇） 

《关于下达 2018 年度杭州市技术标准资助资金的通知》（杭财行［2018］

52 号） 
2019年 5 月22日 25.50 其他收益 否 

30 杭州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临安市财政局 
2018 年杭州市先进技术标准资助

项目 
关于下达 2018 年度杭州市技术标准资助资金的通知，杭财行[2018]52号 2019年 5 月22日 6.00 其他收益 否 

31 杭州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临安市财政局 省级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补助 
关于下达 2019 年度省级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补助项目的通知，浙市监标

准[2018] 3 号 
2019年 5 月22日 10.00 其他收益 否 

32 
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 

安徽肥西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企业发展扶持资金 

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2）13 号文《关于印发合肥市 2012年大项目

招商引资政策导则的通知》 
2019年 5 月24日 5,261.08 其他收益 是 



 

序号 收款单位 发放主体 补助原因或项目 政策依据 收到补助时间 补助金额 记账科目 是否可持续 

33 
西藏鑫富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拉萨税务局 个人手续费返还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1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

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2019年 5 月24日 0.15 其他收益 是 

34 
健能隆医药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

浦东新区税务局 
个税返还 《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 2019年 5 月28日 4.32 其他收益 是 

35 
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 

肥西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县人社局付企业提升就业培训补

助 

肥西县人社局、县财政局《关于做好 2018 年度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

（肥人社秘〔2018〕217号） 
2019 年 6 月 4 日 39.40 其他收益 是 

36 
安庆市鑫富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安庆市税务局 代征代扣代缴个税手续费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

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 》财行[2005]365 号 
2019年 6 月13日 0.25 其他收益 是 

37 杭州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区科学技

术局 

浙江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

奖励 

关于兑现 2018 年度临安区科技创新政策第一批财政奖励的通知，临科字

[2019]37 号 
2019年 6 月14日 15.00 其他收益 否 

38 天长亿帆制药有限公司 天长市科技局 研发仪器设备补助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

52 号） 
2019年 6 月18日 2.20 其他收益 否 

39 天长亿帆制药有限公司 天长市科技局 
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复方黄黛片

的二次开发研究及产业化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

52 号） 
2019年 6 月18日 70.00 其他收益 否 

40 
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 
肥西县发改委 发改委 18 年度优秀企业奖 2018 年肥西县优秀企业奖励 2019年 6 月25日 5.00 其他收益 否 

41 杭州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临安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 

2018 年度企业国内参展补贴财政

奖励 

关于下达杭州市临安区 2018 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财政资金（第二批）的通

知，临经信[2019]55号 
2019年 6 月26日 13.44 其他收益 否 

42 杭州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临安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 

2018 年度企业绿色发展奖励（浙

江省节水型企业） 

关于下达杭州市临安区 2018 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财政资金（第二批）的通

知，临经信[2019]55号 
2019年 6 月26日 3.00 其他收益 否 

43 
宁波保税区亿帆医药投

资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财政局 

加快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相关补

助 

《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快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见》甬

保税政［2019］11 号 
2019年 6 月27日 100.00 其他收益 否 

44 重庆鑫富化工有限公司 长寿区科学技术局 长寿区科学技术局专利资助奖励 《关于开展 2018 年度专利资助奖励工作的通知》（长科委发〔2019〕6 2019年 6 月27日 0.53 其他收益 否 



 

序号 收款单位 发放主体 补助原因或项目 政策依据 收到补助时间 补助金额 记账科目 是否可持续 

号） 

45 
宁波保税区亿帆医药投

资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财政局 

第六批金融和类金融发展专项资

金补助 

《关于拨付 2019 年第六批金融和类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甬保财企

［2019］25 号 
2019年 6 月28日 179.00 其他收益 否 

46 杭州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区科学技

术局 
科技创新券兑现经费 

关于下达 2018 年度第二批临安区科技创新券经费的通知，临科字〔2019〕

41 号 
2019 年 7 月 5 日 5.50 其他收益 否 

47 重庆鑫富化工有限公司 长寿区财政局 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 
《关于公布 2018 年度重庆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名单的通知》（渝经信发

〔2018〕97 号） 
2019 年 7 月 9 日 24.00 其他收益 否 

48 杭州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812人才补贴 

关于拨付杭州市临安区十三五“812”人才培养工程第一批培养人选第二

次及第二批培养人选第一次培养经费的通知，临人培办〔2019〕3号 
2019年 7 月17日 4.00 其他收益 否 

49 沈阳圣元药业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沈阳市

沈河区税务局 
个人手续费返还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1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

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2019年 7 月19日 15.73 其他收益 否 

50 天长亿帆制药有限公司 天长市财政局 土地使用税返还 
《天长市工业企业集约化用地财政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天政办〔2016〕

45 号 
2019年 7 月25日 21.35 其他收益 是 

51 
安庆市鑫富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安庆市财政局 安庆市劳动就业局稳岗补助 《关于印发安庆市 2019 年失业保险》宜人社秘〔2019〕120 号 2019年 7 月29日 161.62 其他收益 否 

52 
湖州鑫富新材料有限公

司 
湖州市财政局 

2019 年度中小外贸企业拓市场专

项补助金 

湖州市商务局 湖州市财政局关于申报 2018年度第二批市本级外贸扶持

政策的通知，湖商务联发〔2019〕112号 
2019年 7 月30日 1.01 其他收益 否 

53 
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 
肥西县商务局 

商务局付 2018 年度外贸政策项目

资金 

《肥西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肥西县培育新动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肥政秘〔2018〕137 号）及《关于 2018

年度肥西县外贸促进政策资金项目申报的通知》 

2019 年 8 月 1 日 29.55 其他收益 否 

54 
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 
肥西县商务局 

商务局付 2018 年度服务业发展专

项资金 

《肥西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肥西县培育新动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肥政秘〔2018〕137 号）及《关于组织

申报 2018 年度肥西县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限上单位、规上企业）资金

2019 年 8 月 1 日 15.00 其他收益 否 



 

序号 收款单位 发放主体 补助原因或项目 政策依据 收到补助时间 补助金额 记账科目 是否可持续 

的通知》（肥商字〔2019〕23 号） 

55 
合肥亿帆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 
肥西县商务局 

购买国外灯检机，政府鼓励扩大进

口 

《肥西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肥西县培育新动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肥政秘[2018]137号）和《关于 2018

年度肥西县外贸促进政策资金项目申报的通知》 

2019 年 8 月 1 日 5.85 营业外收入 否 

56 
安庆市鑫富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安庆市财政局 安庆市劳动就业局技能培训补贴 《关于开展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的通知》皖人社秘[2019]166 号 2019 年 8 月 7 日 3.04 其他收益 否 

57 
合肥亿帆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 

肥西县工伤保险管理

中心 

为帮助企业稳定就业岗位，支持企

业健康发展，全县开展 2019 年度

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 

《肥人社秘〔2019〕79 号》 2019年 8 月13日 1.74 营业外收入 否 

58 重庆鑫富化工有限公司 

 

长寿区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产品 

《重庆市长寿区科学技术局、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长寿区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下达 2018 年度创新驱动专项资金的通知》

（长科局发〔2019〕10 号） 

2019年 8 月22日 82.00 其他收益 否 

59 宿州亿帆药业有限公司 宿州市财政局 2019 年企业员工培训补贴 
《关于印发就业技能培训工种目录及补贴标准（2019 版）的通知》（皖

人社秘〔2018〕431 号） 
2019年 8 月27日 15.20 其他收益 否 

60 天长亿帆制药有限公司 
天长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专利补助 《天长市科技创新奖励补助办法》（天政办[2018]4号） 2019年 8 月27日 0.34 其他收益 否 

61 
安庆市鑫富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安庆市财政局 安庆市劳动就业局技能培训补贴 

《关于印发支持技工大省建设若干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皖人社发

〔2017〕32 号 
2019年 8 月28日 9.00 其他收益 否 

62 杭州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区财政局 废水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补助 
杭州市财政局、杭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下达 2018年杭州市污染源自动监

控设备建设和运行补助资金的通知 
2019 年 9 月 9 日 1.95 其他收益 否 

63 天长亿帆制药有限公司 天长市职工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费返还 《关于全面开展 2019 年度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的通知》（皖人社秘 2019年 9 月13日 3.73 其他收益 是 



 

序号 收款单位 发放主体 补助原因或项目 政策依据 收到补助时间 补助金额 记账科目 是否可持续 

基金 〔2019〕42 号） 

64 重庆鑫富化工有限公司 
重庆市长寿区就业和

人才服务局 
稳岗补贴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

稳定岗位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人社发〔2015〕156 号） 
2019年 9 月15日 6.73 其他收益 否 

65 
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 
肥西县经信局 

肥西县经信局付 2018 年促进新型

工业化发展政策第二批奖补项 

根据《肥西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肥西县培育新动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的通知》（肥政秘〔2018〕137 号）、《肥

西县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政策联合审核规则》（肥工经办〔2018〕1 号）、

《肥西县工业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18年肥西县促进新型工业

化发展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肥工经办〔2018〕2号）文件 

2019年 9 月18日 30.00 其他收益 是 

66 
健能隆医药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

设管理办公室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专项发展资金

项目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专项发展资金支持创新创业环境实施细则》 2019年 9 月18日 47.80 其他收益 否 

67 
健能隆医药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

设管理办公室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专项发展资金

项目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专项发展资金支持创新创业环境实施细则》 2019年 9 月19日 227.50 其他收益 否 

合计 7,52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