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800         证券简称：力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0-001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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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力合科技”）以及子公司

湖南力合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检测”）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收到政府补助 3,954.52 万元（未经审计），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序

号 

获得补助

主体 
提供补助主体 获得补助的原因或项目 

收到补助 

的时间 

金额 

（万元） 
补助形式 补助依据 

是否与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相关 
补助类型 会计科目 

是否具有

可持续性 

1 力合科技 

国家税务总局长沙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税务局 

软件增值税即征即退 2019年 1月 751.62 现金 财税〔2011〕100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是 

2 力合科技 长沙市科学技术局 

2017年长沙规模以上工业

高新技术企业 R&D经费投

入前 100名奖励经费 

2019年 1月 10.00 现金 
长财企指〔2018〕108

号 
否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

入 
否 

3 力合科技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企业科技创新创业

团队支持计划 
2019年 2月 50.00 现金 

湘科人〔2018〕19

号 
是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否 

4 力合科技 长沙市科学技术局 
2018年湖南省支持企业研

发财政奖补资金 
2019年 2月 54.39 现金 

长财企指〔2018〕136

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否 

5 力合科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湖南省分会 

2018年重点境外展会参展

支持资金第一批 
2019年 3月 0.70 现金 湘商贸〔2018〕9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否 

6 力合科技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8年度长沙高新区规模

发展先进企业等补助 
2019年 3月 29.79 现金 

长高新管发〔2017〕

33号 
否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

入 
否 

7 力合科技 

国家税务总局长沙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税务局 

软件增值税即征即退 2019年 4月 1,238.40 现金 财税〔2011〕100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是 

8 力合科技 长沙市知识产权局 
长沙市知识产权局 2018年

第一批专利补助金 
2019年 4月 0.60 现金 

长知发〔2018〕17

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否 

9 力合科技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省重点研发计划 2019年 4月 32.50 现金 
项目编号：

2018SK2035 
是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否 

10 力合科技 中国科学技术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9年 5月 0.32 现金 
子课题编号：

2016YFC1400603-02  
是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否 



11 力合科技 中国科学技术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9年 5月 5.94 现金 
子课题编号：

2016YFC1400603-02  
是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否 

12 力合科技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总工会表彰 2018年度五一

劳动奖和优秀女职工组织 

2019年 6月 0.70 现金 
长高新工发（2019）

12号 
否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

入 
否 

13 力合科技 

长沙市院士专家工

作站建设协调领导

小组 

长沙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

立经费支持 
2019年 6月 40.00 现金 

长院协发〔2018〕2

号、长院协发〔2018〕

3号 

是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否 

14 力合科技 中国科学技术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9年 7月 85.95 现金 
课题编号：

2016YFF0102903  
是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否 

15 力合科技 

国家税务总局长沙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税务局 

软件增值税即征即退 2019年 7月 408.42 现金 财税〔2011〕100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是 

16 力合科技 中国科学技术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9年 7月 1.42 现金 
协作任务编号：

ZLJC1711-4-2 
是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否 

17 力合科技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7年度湖南省环保企业

“走出去”先进单位 
2019年 7月 20.00 现金 

湘环函〔2019〕124

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否 

18 力合科技 中国科学技术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9年 7月 12.58 现金 
协作任务编号：

ZLJC1711-4-2 
是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否 



19 力合科技 中国科学技术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9年 8月 1.17 现金 
子课题编号：

2016YFC1400602-06  
是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否 

20 力合科技 

国家税务总局长沙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税务局 

2018年度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返还 
2019年 9月 10.45 现金 财行〔2019〕11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否 

21 力合科技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 2019年第一批企业

研发财政奖补资金 
2019年 9月 170.60 现金 

长财教指〔2019〕83

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否 

22 力合检测 

国家税务总局长沙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税务局 

2018年度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返还 
2019年 9月 0.18 现金 财行〔2019〕11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否 

23 力合科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湖南省分会 

2018年度中小企业国际市

场开拓资金 
2019年 11月 2.00 现金 湘商贸〔2018〕9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否 

24 力合科技 长沙市知识产权局 
2019年高价值专利组合培

育等知识产权公共项目 
2019年 11月 45.00 现金 

长知发〔2019〕47

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否 

25 力合科技 中国科学技术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9年 11月 4.29 现金 
子课题编号：

2016YFC1400603-02 
是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否 

26 力合科技 中国科学技术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9年 11月 0.50 现金 
子课题编号：

2016YFC1400603-02 
是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否 

27 力合科技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 

湖南省知识产权战略推进

专项资金（湖南省专利三

等奖） 

2019年 11月 3.00 现金 
湘财行〔2019〕11

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否 

28 力合科技 湖南省知识产权局 
湖南省知识产权战略推进

专项项目经费 
2019年 11月 10.00 现金 湘知发〔2019〕1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否 



29 力合科技 湖南省财政厅 
2019年第一批省级金融发

展专项资金 
2019年 11月 200.00 现金 

湘财金〔2017〕25

号、长财金指〔2019〕

8号 

否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

入 
否 

30 力合科技 长沙市知识产权局 长沙市职务发明专利补助 2019年 12月 0.30 现金 
长知发〔2018〕17

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否 

31 力合科技 长沙市知识产权局 
湖南省知识产权战略推进

专项资金(发明专利授权) 
2019年 12月 1.40 现金 

湘财行〔2019〕11

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否 

32 力合科技 

中共长沙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工

作委员会 

2019年高新区非公企业党

员教育培训经费 
2019年 12月 1.00 现金 

长高办通知〔2019〕

85号 
否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

入 
否 

33 力合科技 长沙市知识产权局 
长沙市知识产权职务发明

专利补助 
2019年 12月 1.00 现金 

长知发〔2018〕17

号 
是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否 

34 力合科技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发行上市补助资金 2019年 12月 230.00 现金 

长高新管发〔2017〕

86 号 
否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

入 
否 

35 力合科技 中国科学技术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9年 12月 530.31 现金 
项目编号：

2017YFF0108400 
是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否 

合计 3,954.5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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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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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力合科技及力合检测获得的政府补助均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

期资产，故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①公司收到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时，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应当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

法分期计入损益。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②公司收

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

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

关成本；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

减相关成本费用。③公司收到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

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公司拟将上述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2718.05 万元，计入递延收益 764.98万

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471.49万元。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将上述政府补

助 3954.52万元计入以上相应科目，预计对公司 2019年度税前利润产生的影响约

为人民币 3217.30万元（未经审计）。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的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

确认的最终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未来的经营情况以及政府补助的类别变化，同

时结合监管规则的规定，及时履行政府补助方面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相关政府批文或通知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 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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