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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06            证券简称：长城军工            公告编号：2020-001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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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军工累计到政府补助的情况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日，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城军工”或“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安徽神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剑

科技”）、安徽东风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机电”）、安徽方圆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机电”）、安徽红星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红星机电”）、安徽金星预应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星公司”）

累计收到政府各类补贴共计 2,986.67 万元，现将公司及子公司在上述期间内到的

补贴明细公告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收款单位 补贴内容 补贴金额 补贴依据 

安徽长城军

工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度直接融资

省级财政奖励 
140.00 

《关于印发 2018 年合肥经济技术

开发区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

实体经济支持政策实施细则》（合

经区〔2018〕68 号） 

安徽神剑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购置研发设备补助款 29.60 

《关于下达 2018 年购置研发仪器

设备等政策兑现资金计划的通

知》（科计〔2018〕97 号） 

科创政策标准制定奖

励 
10.00 

《关于下达 2018 年购置研发仪器

设备等政策兑现资金计划的通

知》（科计〔2018〕97 号） 

区级高企奖励款 10.00 
《关于 2018 年区级科技创新政策

国家高企奖励》 

538 英才资金 3.00 
《关于做好第三批省属企业“538

英才工程”人选申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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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国资企干〔2017〕172 号） 

2018 年度资助创新

大仪设备补助 
3.60 

《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合肥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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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细则的通知》（合政办〔2018〕

24 号） 

2018 年度光伏产业

扶持政策资金 
20.22 

《关于印发〈合肥市进一步促进

光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实

施细则〉的通知》（合经信电子

〔2018〕553 号） 

2018 年专利定额资

助款 
1.50 

《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合肥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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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细则的通知》（合政办〔2018〕

24 号） 

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技工大省建设项目”

资金 

10.00 

《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技能

强市的实施意见》（合政〔2017〕

132 号）） 

合肥市蜀山区财政局

培训补贴 
2.72 

《关于印发〈合肥市市区就业补

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合财社〔2017〕384 号） 

2019 年度企业购置

研发仪器设备补助款 
26.00 

《关于开展 2019 年省支持科技创

新有关政策申报工作的通知》（皖

科资秘〔2019〕410 号） 

第四届“创智汇”创新

团队奖励款 
12.00 

《关于印发 2019 年度肥西县领军

人才、英才、产业创新团队入选

名单的通知》（肥组字〔2019〕39

号） 

安徽红星机

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购置研发仪器设备补

助 
4.10 

《关于开展 2018 年度支持科技创

新若干政策相关项目申报工作的

通知》（科计秘〔2018〕422 号） 

设备补助 3.60 

《关于开展 2018 年合肥市自主创

新政策兑现补助申请有关事项的

通知》（合科〔2018〕105 号） 

2018 年自主创新政

策专利奖励 
2.00 

《2018 年合肥市自主创新政策兑

现公式明细表》 

企业岗位补贴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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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号） 

稳岗补贴 579.19 

《关于印发合肥市开展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工作方案的通知》（合

人社秘〔2019〕1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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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个税手续费

返还 
0.96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

（试行）》和《关于进一步加强

代扣代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通

知》（财行〔2005〕365 号） 

安徽东风机

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奖励及

发明奖励 
10.00 

《肥西县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

2018 年肥西县促进自主创新政策

实施细则的通知》（肥政秘〔2018〕

31 号） 

发明专利奖励 1.20 

《肥西县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

2018 年肥西县促进自主创新政策

实施细则的通知》（肥政秘〔2018〕

31 号） 

计量检测费补助 4.00 
《合肥科技局自主创新政策兑

现》 

专利质押贷款利息及

专利评估费补贴 
20.00 

《肥西县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

2018 年肥西县促进自主创新政策

实施细则的通知》（肥政秘〔2018〕

31 号） 

岗位补贴 15.42 

《关于转发<关于使用失业保险

基金支付企业稳岗补贴有关问题

的通知 > 的通知》（合人社秘

〔2017〕338 号） 

技工大省建设项目资

金 
10.00 

《关于进一步明确 2019 年就业补

助资金中项目资金的通知》（皖人

社秘〔2019〕182 号） 

引才奖补 50.00 

《关于印发 2019 年全省引才自助

单位、引才奖补平台名单的通知》

（皖组办字〔2019〕45 号） 

博士后工作站专项补

助 
5.00 

《关于进一步明确 2019 年就业补

助资金中项目资金的通知》（皖人

社秘〔2019〕182 号） 

稳岗补贴 670.08 

《关于印发合肥市开展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工作方案的通知》（合人

社秘〔2019〕180 号） 

无人机专项补助 80.00 
《合肥市科技小巨人“借转补”研

发项目合同书》 

工会奖励 0.15 
《安徽省肥西县总工会关于支持

企业经营发展的通知》 

研发仪器设备补助 8.40 

《关于 2019 年省支持科技创新有

关政策兑现项目（第三批）的公

示》 

发明专利补助 1.00 

《关于 2019 年市市场监察局负责

执行<2019 年合肥市培育新动能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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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条款

奖补资金审核结果的公示》 

购买省外先进技术补

贴 
7.00 

《关于 2019 年省支持科技创新有

关政策兑现项目（第三批）的公

示》 

安徽方圆机

电股份有限

公司 

538 英才资金 9.00 

《关于做好第三批省属企业“538

英才工程”人选申报工作的通知》

（资企干〔2017〕172 号） 

高新区人事劳动局

2018 年稳岗补贴 
22.35 

《关于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企

业稳岗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皖

人社发〔2017〕31 号） 

高新区财政局 18 年

财政贡献奖 
2.00 

《关于对高新区 2018 年度“财政

贡献奖”企业进行表彰奖励的通

报》（蚌高管〔2019〕23 号） 

2017 年科技创新政

策补助 
10.00 

《蚌埠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两个中心”建

设的若干政策意见》（蚌埠政

〔2017〕70 号） 

高企认定奖励 10.00 

《蚌埠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两个中心”建

设的若干政策意见》（蚌埠政

〔2017〕70 号） 

高新区财政支付中心

2019 年稳岗补贴 
19.59 

《关于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企

业稳岗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皖

人社发〔2017〕31 号） 

国税局返还个税手续

费 
1.59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

（试行）》和《关于进一步加强

代扣代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通

知》（财行〔2005〕365 号） 

高新区 2018 年区级

专利资助 
1.20 

《关于做好 2018 年度区级专利资

助工作的通知》（蚌高科技〔2019〕

3 号） 

2018 年市级专利资

助 
1.54 

《关于做好蚌埠市 2018 年市级专

利政策兑现工作的通知》（蚌科

〔2019〕29 号） 

2018 年度高新区鼓

励科技创新政策补助 
10.00 

《蚌埠高新区管委会专题会议纪

要》（第 90 期） 

蚌埠市失业保险和就

业管理服务中心失业

保险基金稳岗返还 

657.66 

《关于印发蚌埠市 2019 年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蚌人社发〔2019〕31 号） 

安徽金星预

应力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2018 年创新型省份

建设专项资金补助 
27.31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文件  2018

年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资金通

知》（科技〔2018〕90 号） 



5 

 

2018 年自主创新政

策专利权质押贷款利

息和专利评估补贴 

1.50 

《合肥市人民政府培育新动能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细则通知》（合

政办〔2018〕24 号） 

稳岗补贴 208.88 

《关于印发合肥市开展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工作方案的通知》（合人

社秘〔2019〕180 号） 

 其他 250.00 详见注 1 

 
合计 2,986.67  

*注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的通知》（上证发〔2016〕

20 号）及《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因该项补贴涉及国家秘密，

公司内部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后，豁免披露详细信息。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中确认与益

相关的政府补贴资金 2,986.67 万元，将计入公司当期损益，对公司 2019 年度利

润产生一定影响，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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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合肥市支持“三重一创”建设若干政策的通知》

（合政〔2018〕30 号）； 

2. 《关于印发 2019 年全省引才资助单位、引才奖补平台名单的通知》（皖

组办字〔2019〕45 号）； 

3.《合肥市科技小巨人“借转补”研发项目合同书》； 

4. 《安徽省国防科工办关于做好军民融合引导资金 2019 年度项目申报工作

的通知》（皖科工发科函〔2018〕290 号）； 

5. 《关于印发合肥市开展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方案的通知》（合人社秘

〔2019〕180 号）； 

6. 《关于印发蚌埠市 2019 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蚌

人社发〔2019〕31 号）。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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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