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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各类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获得各类补助的基本情况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日出东方”）及本公

司下属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收到各类政府补助的具体明细如下： 

2019年1月1日至3月31日，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收到各类政府补助合计人

民币348.73万元，具体明细如下（均为收益相关类）：  

序

号 
收款单位 项目内容 

补贴金额（万

元） 

补贴款项到

账日 
文件依据 

1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度连云港市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出口基地建设 

20.00 2019/2/28 
连财工贸【2018】39

号 

2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度连云港市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出口基地建设 

5.00 2019/2/28 
连财工贸【2018】39

号 

3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外拨课题经费 32.77 2019/3/8 

子课题任务编号：

2018YFD1100701-03 

4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连云港市重点产业奖

励 
100.00 2019/3/13 连财工贸【2019】9 号 

5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第二批省级工业和信

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

资金 

125.00 2019/3/13 连财工贸【2019】7 号 

6 连云港太阳雨贸易有

限公司 

2018 年省商务发展

专项资金补助 
15.00 2019/2/28 

苏商财传【2018】255

号 

7 江苏弗瑞斯节能电器

有限公司 
财税贡献奖励 5.00 2019/3/31 海委发【2019】2 号 

8 江苏四季沐歌有限公

司 
-- 5.50 2019/1/31 

连财工贸【2018】39

号 



9 广东日出东方空气能

有限公司 

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投

入后补助资金专项经

费 

6.81 2019/1/29 粤财工【2015】246 号 

10 浙江帅康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研发投入补助 25.38 2019/3/29 余科【2019】3 号 

11 单笔5万元以下的补贴共4笔，合计金额为 8.27   

 合计 348.73   

 

2018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收到各类政府补助合计人

民币923.4964万元，具体明细如下（均为收益相关类）：  
 

序

号 
收款单位 项目内容 

补贴金额

（万元） 

补贴款项到账

日 
文件依据 

1 日出东方 四川大学外拨款 14.01 2018/7/17 
子课题任务编号： 

2016YFC0700406-04 

2 日出东方 人社局 20 2018/7/24 连人才办【2018】4 号 

3 日出东方 
科技突出贡献奖 20 万/科技

进步奖 1 万 
21 2018/7/26 连政发【2018】26 号 

4 日出东方 市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奖 10 2018/8/23 连财教【2018】11 号 

5 日出东方 
工业和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 
30 2018/8/31 连财工贸【2018】13 号 

6 日出东方 2018 海州区技改奖补资金 30 2018/11/7 海中小函【2018】11 号 

7 日出东方 北京工业大学拨直接经费 14.22 2018/11/20 
子课题任务编号：

2016YFC0700403-03 

8 日出东方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 2018直 00437660 
5 2018/11/30 苏人社发【2018】205 号 

9 日出东方 代收省质监局体系认证奖励 5 2018/11/30 —— 

10 日出东方 
国家重点研发子课题（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尧克光） 
25.6 2018/8/31 

子课题任务编号：

2016YFC0700402-02 

11 日出东方 
国家重点研发子课题（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焦青太） 
25.6 2018/8/31 

子课题任务编号： 

2016YFC0700405-02 



12 
四季沐歌（洛

阳） 

收到机器换人示范项目补贴

资金 
60 2018/7/26 豫工信装【2017】242 号 

13 
四季沐歌 

（洛阳） 

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专

户 
30 2018/9/30 豫科【2017】224 号 

14 
四季沐歌 

（洛阳） 

2018 洛阳研究开发财政补

助 
12.81 2018/11/30 洛财预【2018】223 号 

15 
四季沐歌 

（洛阳） 

2018 洛阳研究开发财政补

助 
12.81 2018/11/30 洛财预【2018】223 号 

16 
四季沐歌 

（洛阳） 

2018 洛阳研究开发财政补

助 
25.58 2018/11/30 洛财预【2018】223 号 

17 
广东日出东

方（顺德） 
2017 年企业研发补助资金 34.67 2018/9/30 粤财工【2015】246 号 

18 
广东日出东

方（顺德） 
嵌入式软件退税补助 17.76 2018/12/26 财税【2018】92 号 

19 帅康电气 博士后站点补贴 13 2018/6/13 甬人社发【2017】175 号 

20 帅康电气 和丰工业设计奖 30 2018/8/8 —— 

21 帅康 低塘工贸办政策补助 13.6 2018/8/10 —— 

22 帅康 国库稳增促调补助 50.84 2018/10/15 土地税返还 60% 

23 帅康 发明专利补助 7 2018/11/13 —— 

24 帅康 人才发展政策 14 2018/12/5 

余姚市关于实施人才发

展新政策加快建设人才

强市的意见 

25 
江苏四季沐

歌 
连财工贸２０１８－１３ 10 2018/8/4 连财工贸【2018】13 号 

26 
江苏四季沐

歌 
科技发展金 100.1 2018/9/11 —— 

27 
江苏四季沐

歌 
连财工贸 2018,12 号文件 30 2018/9/30 连财工贸【2018】12 号 

28 
江苏四季沐

歌 
科技发展金 57 2018/11/20  

29 
江苏四季沐

歌 
个人所得税奖励 5.5564 2018/12/3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得税法》第十一条规定

"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

缴的税款，付给百分之二

的手续费" 



30 
江苏四季沐

歌 
科技发展金 90 2018/12/31 —— 

31 
江苏四季沐

歌 
代扣代缴个税手续费返还 24.21 2018/5/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得税法》第十一条规定

"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

缴的税款，付给百分之二

的手续费" 

32 太阳雨贸易 税收返还 16.07 2018/8/31 苏财工贸【2017】5 号 

33 太阳雨贸易 政府补助 6 2018/12/31 苏财工贸【2018】15 号 

34 单笔5万元以下的补贴共30笔，合计金额为 62.06  —— 

 合计 923.4964   

二、补贴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上述资金均属于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况须以审计机构年

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