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520                     证券简称：文一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有关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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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铜陵三佳山

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中智光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铜陵富仕三佳

机器有限公司、中发电气（铜陵）海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铜陵三佳商贸有限

公司、中发（铜陵）科技有限公司，自 2019 年 10 月 1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收到有关补助资金累计 5,010,841.88元（数据未经审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获得时间 凭证摘要 

补助金额    

（单位：元） 
收款单位 依据及说明 

1 2019-10-28 分摊递延收益 171,189.17 

文一三佳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2 2019-10-31 
收铜陵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名

师代高徒补贴 
20,000.00 

《铜陵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技工强市的实施

意见》  铜政[2017］43 号 

3 2019-11-22 分摊递延收益 171,189.17   

4 2019-12-09 收铜陵市财政补助（研发中心） 17,000.00 
铜科（2019）66 号 《关于开展 2019 创新创

业专项资金第一批补助项目》 

5 2019-12-09 
收铜陵市财政补助失业保险费返

还（人力资源） 
66,112.00 

皖人社秘（2019）42 号 《关于全面展开 2019

年度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的通知》 

6 2019-12-9 收加工贸易项目资金 75,000.00 
《铜陵市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细则（修订稿）》 

7 2019-12-17 分摊递延收益 171,189.17   

8 2019-12-19 收中小企业外贸开拓资金 60,000.00 2019 年省级外贸促进政策申报指南 

9 2019-12-19 
收铜陵市财政补助 2019年上半年

招才引智补贴（人力资源） 
1,928.37 

铜人社秘［2018］148 号 关于贯彻《关于进

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在铜就业创业工作的实

施意见》实施细则 

10 2019-12-24 
收铜陵市财政补助---新录用人员

岗前培训（人力资源） 
72,000.00 

铜人社秘［2018］148 号 关于贯彻《关于进

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在铜就业创业工作的实

施意见》实施细则 

11 2019-12-25 
收铜陵市财政补助 2019年下半年

招才引智补贴（人力资源） 
4,500.00 

铜人社秘［2018］148 号 关于贯彻《关于进

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在铜就业创业工作的实

施意见》实施细则 

12 2019-12-25 
收铜陵市财政补助 2019年见习补

贴（人力资源） 
5,000.00 

铜人社秘［2018］83 号  关于做好 2018 年

度就业见习工作的通知 

13 2019-11-29 
收省重大专项“新型高密度引线

框架自动封装成型成套设备研
2,000,000.00 

铜陵三佳山

田科技股份

安徽省重大专项项目申报书（2019 年度）；

计入递延收益。 



发”（省财政拨款） 有限公司 

14 2019-12-24 
收财政局 2019年创新创业专项资

金补助 
144,000.00 

铜科（2019）66 号 《关于开展 2019 创新创

业专项资金第一批补助项目》 

15 2019-12-24 
收财政局 2019 年稳岗补助（失业

保险费返还） 
54,216.00 

皖人社秘（2019）42 号 《关于全面展开 2019

年度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的通知》 

16 2019-12-31 收财政局稳岗补助 500.00 
皖人社秘（2019）42 号 《关于全面展开 2019

年度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的通知》 

17 2019-12-31 
收财政局现代服务业专项资金补

助 
500,000.00 

区财函[2019]101号 关于做好铜官山区 2019

年“现代服务业专项资金”及“工业转型升

级专项资金”市级承担部分发放的函 

18 2019-12-31 收财政局购研发仪器设备补助 67,500.00 

铜科（2019）39 号 《关于进一步落实省政府

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等资金补助工作的通

知》 

19 2019-12-31 收财政局发明专利授权资助 10,000.00 

铜发【2016】32 号 《中共铜陵市委 铜陵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实施意

见》 

20 2019-12-31 收科技局 2019 年技改资金补助 47,300.00 
《关于开展 2019年度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引导

资金》（2019 年修订） 

21 2019-11-18 收工业大赛优秀参展补助 2,000.00 

铜陵富仕三

佳机器有限

公司 

  

22 2019-11-28 
收科技局 2019年创新创业专项资

金补助 
100,000.00 

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芯片封装智能系统  

2019 年度铜陵市科技计划项目立项清单 

23 2019-12-05 
收科技局 2019年创新创业专项资

金补助 
17,000.00 

铜科（2019）66 号 《关于开展 2019 创新创

业专项资金第一批补助项目》 

24 2019-12-09 收普惠制岗位补贴 25,627.00 
皖人社秘（2019）42 号 《关于全面展开 2019

年度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的通知》 

25 2019-12-19 收 2019 年专项资金展会补助 20,000.00 2019 年省级外贸促进政策申报指南 

26 2019-12-20 收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补助 200,000.00 
《铜陵市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2019 年修订) 

27 2019-12-31 
收区经信委科技小巨人专项资金

补助 
200,000.00 

《铜陵市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2019 年修订) 

28 2019-12-31 收科技局专利补助 5,000.00 
铜官区 2018 年创新创业专项（应用技术研究

与开发）资金奖补和资助项目（第二批） 

29 2019-12-09 收财政局稳岗补贴 18,319.00 

中发电气

（铜陵）海

德精密工业

有限公司 

皖人社秘（2019）42 号 《关于全面展开 2019

年度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的通知》 

30 2019-12-19 
收开发区经贸 2019现代服务专项

资金 
30,000.00 2019 年省级外贸促进政策申报指南 

31 2019-12-20 
收开发区经贸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引导资金 
100,000.00 

《关于开展 2019年度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引导

资金》（2019 年修订） 

32 2019-12-20 
收开发区经贸工业转型升级专项

资金 
100,000.00 

《铜陵市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2019 年修订) 

33 2019-12-20 
收开发区经贸工业转型升级专项

资金 
500,000.00 

《铜陵市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2019 年修订) 

34 2019-12-04 
科技局，2019 年创新创业专项资

金补助 
13,000.00 

安徽中智光

源科技有限

公司 

铜科（2019）66 号 《关于开展 2019 创新创

业专项资金第一批补助项目》 

35 2019-12-09 收财政局稳岗补贴 12,118.00 
皖人社秘（2019）42 号 《关于全面展开 2019

年度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的通知》 

36 2019-12-31 收区科技局，发明专利授权资助 5,000.00 
铜官区 2018 年创新创业专项（应用技术研究

与开发）资金奖补和资助项目（第二批） 



37 2019-12-30 收财政局稳岗补贴 1,014.00 
铜陵三佳商

贸有限公司 

皖人社秘（2019）42 号 《关于全面展开 2019

年度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的通知》 

38 2019-12-16 收财政局稳岗补贴 3,140.00 

中发（铜陵）

科技有限公

司 

皖人社秘（2019）42 号 《关于全面展开 2019

年度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的通知》 

    小计 5,010,841.88     

上表内容中第 13 项补助项目（收省重大专项“新型高密度引线框架自动封

装成型成套设备研发”（省财政拨款），补助金额 200万元）计入铜陵三佳山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递延收益，并已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披露，详情请见公司临

2019-027 号《文一科技关于收到有关补助的公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上述各类补助资金共

计 5,010,841.88 元，其中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影响额为 3,010,841.88

元，作为递延收益金额为 2,000,000.00 元，对上市公司利润影响额为

2,651,000.60 元。最终会计处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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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一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