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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0〕3-522号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立医疗

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2017－2019 年度以

及 2020 年 1－6月）及其附注（以下简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开立医疗公司增发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

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开立医疗公司增发股票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

起上报。 

 

二、管理层的责任 

开立医疗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

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开立医疗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明细表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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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开立医疗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开立医疗公司最近三年及一

期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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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编制单位：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478.33        -128,849.20    -248,386.1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416,183.95    25,759,474.30 27,112,191.39 20,551,406.3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合并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364,368.47   14,215,956.19 18,891,737.82 8,891,839.97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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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91,360.00 -191,36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1,012.58   1,213,746.69 -122,921.84 -14,401.7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841,193.73 -8,439,558.21 -8,439,558.21   -8,439,558.21 

小        计 25,619,867.78  32,812,129.77 37,001,703.01 20,989,286.36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表示） 3,162,301.22  4,452,080.21 4,513,873.71   2,758,392.99 

少数股东损益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2,457,566.56  28,360,049.56 32,487,829.30 18,230,893.37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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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一)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 1-6月“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的金额分别为 8,891,839.97 元、18,891,737.82 元、14,215,956.19 元和 10,364,368.47

元，全部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确认的投资收益。 

(二)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 2017年度 

项  目 金额 说明 

2015 年度深圳市专利奖    300,000.00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深府

〔2012〕126 号） 

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    600,000.00  
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国知办发管字

〔2014〕13 号） 

知识产权专利资金资助     61,000.00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财规〔2014〕

18 号） 

知识产权境外商标资助     57,000.00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财规〔2014〕

18 号） 

知识产权计算机软件资助      5,400.00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财规〔2014〕

18 号） 

2017 年知识产权工作专项资金

补助 
   500,000.00  

《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

干措施》（深发〔2016〕7 号）、《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圳市促进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

专项资金资助操作规程（暂行）的通知》（深市质〔2016〕

390 号）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

补偿 
   820,000.00  

财政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中国保监会办

公厅《关于<申请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费补贴资金

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办建〔2016〕60 号）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资

助经费 
     3,600.00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财规〔2014〕

18 号） 

知识产权专利资金资助     77,000.00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财规〔2014〕

18 号） 

深圳市知名设计奖第二批奖励

计划 
    50,000.00  

《市经贸信息委<关于 2017 年深圳市知名工业设计奖第

二批奖励项目公示>的通知》（深经贸信息生产字〔2017〕

218 号） 

2017 年企业研究开发资助计划  5,431,000.00  中共深圳市委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经济创新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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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资助 干措施》（深发〔2016〕7 号） 

2017 年一季度短期出口信用保

险保费资助 
1,368,778.00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外贸

稳增长调结构提质量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2017〕63

号） 

2016.7.1-2017.6.30 短期出口

信用保险保费资助资金 
500,000.00  《南山区关于开展出口信用保险资助项目申报的通知》 

2016 年四季度短期出口信用保

险保费资助 
   302,589.00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和提升质量

若干措施》（深府〔2014〕51 号）、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

息化委员会《深圳市出口信用保险资助资金实施细则》

（深经贸信息外贸字〔2014〕248 号） 

2016 年三季度短期出口信用保

险保费资助 
   494,157.00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和提升质量

若干措施》（深府〔2014〕51 号）、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

息化委员会《深圳市出口信用保险资助资金实施细则》

（深经贸信息外贸字〔2014〕248 号） 

创新券资助     25,900.00  《关于南山区 2017 年度“创新服务券”申报的通知》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资助款 
   255,000.00  

《关于<下达 2017 年度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科技创新分项资金拟资助项目（第四批）>的通知》（深

南科〔2017〕93 号） 

稳定岗位补贴    199,482.04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

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有关工作>的通知》

(深人社规〔2016〕1 号) 

税费返还   290,8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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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支持资金 1,230,000.00  
中共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工委、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常委会会议纪要 

专利补助费 2,089.00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沪知局

〔2007〕13 号） 

专利补助费 39,240.00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专利资助办

法》（沪知局〔2017〕61 号） 

上海市科技创新券款 1,500.0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6-2017 年上海市

科技创新券工作的通知》（沪科〔2016〕436 号） 

高频复合材料医用超声换能器

的发展基金 
200,000.00  

《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管理办法》（沪科

〔2013〕25 号）、《关于开展上海市 2017 年度“科技企

业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沪科

〔2017〕36 号） 

2016 年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

“上海之帆”经贸展的补贴 
45,000.00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外经贸发展

专项资金实施细则》（沪商财〔2015〕26 号） 

高清电子内窥镜系统研发和产

业化项目 
141,425.26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

市开立科技有限公司高清电子内窥镜系统研发和产业化

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批复》(深发改 〔2014〕826 号) 

苏州医工所项目合同 123,135.43 
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字诊疗装备研发重点专项

2016 年度项目立项的通知（国科生字〔2016〕14 号） 

医学超声成像及换能器工程中

心科技研发专项资金(新建) 
153,236.52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

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0 年深圳市生物、

互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计划(第一批)的

通知》(深发改〔2010〕1324 号) 

高端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仪器

及换能器产业化项目发展专项

资金 

561,185.79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

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0 年深圳市生物、

互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计划(第一批)的

通知》(深发改〔2010〕1324 号) 

特殊用途彩超及探头临床验证

发展专项资金补助 
522,894.65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

员会以及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深圳市生物、互

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11 年第一批扶持计划

的通知》（深发改〔2011〕1673 号） 

高端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的

关键技术研发科技研发资金 
50,000.00 

《关于下达深圳市生物、互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 2011 年第一批扶持计划的通知》（深发改〔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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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 号） 

深圳医学超声成像系统产业化

工程实验室项目发展专项资金

补助 

600,000.00 

《关于深圳市开立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医学超声成像系统

产业化工程实验室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批复》(深发改

〔2012〕1099 号) 

电子胃镜和电子结肠镜产业化

科技研发资金 
615,273.33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

员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

于下达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12 年第

四批扶持计划的通知》(深发改〔2012〕1241 号) 

高性能彩超 CE及 FDA认证项目

资助款 
359,103.19 

《关于下达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12

年第四批扶持计划的通知》(深发改〔2012〕1241 号) 

剪切波弹性成像及单晶/复合

材料超声换能器科技发展资金 
196,994.56 

《关于下达 2012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科技部分)资助项目计划的通知》(深南科〔2012〕43

号) 

高性能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系

统高技术产业化项目 
434,154.2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11 年第二批产业技术研究与

开发资金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发改高

技〔2011〕1612 号)、《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11

年第二批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

投资计划的通知》(深发改〔2011〕1312 号)及《关于下

达基于 IPv6 的无线视频监控系统应用示范等高技术产

业项目 2010 年政府投资计划的通知》(深发改〔2010〕

2427 号) 

高端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仪器

及换能器技改项目资助款 
529,518.6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部关于下达工业中小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2011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发改投资〔2011〕

1412 号) 

高性能医学医疗设备专项项目 366,081.81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 2013 年高性能医学

诊疗设备专项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13〕2598

号) 

高清电子内窥镜系统研发和产

业化项目 
1,014,088.23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

市开立科技有限公司高清电子内窥镜系统研发和产业化

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批复》(深发改 〔2014〕826 号) 

血液分析仪产业化项目 770,229.81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

市开立科技有限公司血液分析仪产业化项目资金申请报

告的批复》(深发改〔2014〕827 号) 

高性能彩色超声成像设备产业

链建设项目 
878,738.44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性

能彩色超声成像设备产业链建设项目地方配套资金申请

报告的批复》(深发改〔2014〕1781 号) 

超高频血管内超声成像系统研

发 
159,427.29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深圳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15 年上半年(第一、二、

三批)扶持计划的通知》(深发改〔2015〕863 号) 

2014 年广东协同创新与平台环

境建设项目 
103,246.68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4 年省协同创新与平台环境建设专项资金(第一批)、

(第二批)的通知》(深财科〔2015〕189 号) 

爱声血管内超声成像设备

（IVUS）项目补贴款 
99,374.75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合同》(ST 

CSM2015-07-29) 

超高频线阵医用超声换能器 13,715.00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深圳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15 年上半年(第一、二、

三批)扶持计划的通知》(深发改〔2015〕863 号) 

小  计    20,551,406.38   

2. 2018年度 

项  目 金额 说明 

2017 年第一批境外商标注册

资助补贴 
213,400.00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布 2017 年深

圳市第一批境外商标注册资助拨款名单的通知 

2018 年度南山区自主创新产 1,000,000.00 关于下达 2018 年度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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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专项资金创新分项资

金补助 

科技创新分项资金拟资助项目（第一批）的通知(深南

科〔2018〕19 号) 

第五届广东专利奖励及第十

九届中国专利奖广东省知识

产权配套奖励 
300,000.00 

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公示 2016 年度

深圳市科学技术奖专利奖和标准奖拟奖名单的通知 

2017 年第二季度出口信用保

险保费资助 
846,800.00 

关于 2017 年深圳市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资助（第二季度）

的申报通知 

2018 年博士后设站单位补助 550,000.00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

印发《深圳市博士后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深人

社规〔2016〕7 号) 

2017 年深圳市第二批专利资

助 
69,000.00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布 2017 年深

圳市第二批专利申请资助拨款名单的通知 

2017 年首台（套）重大技术装

备应用扶持 
5,610,000.00 

市经贸信息委关于 2017 年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应

用扶持计划项目公示的通知(深经贸信息新兴字〔2018〕

103 号) 

2017 年度重点出口企业参展

资助补贴 
1,000,000.00 关于开通企业参加展会活动资助项目申报的通知 

2018 年度企业国内市场开拓

项目资助 
340,420.00 

关于开展 2018 年度深圳市民营及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企业国内市场开拓项目资金申报及专项审计工作的

通知 

2017 年度出口信用保险资助 500,000.00 关于开展出口信用保险资助项目申报的通知 

第十九届中国专利优秀奖专

利奖励 
250,000.00 

关于下达 2018 年度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科技创新分项资金拟资助项目（第三批）的通知(深南

科〔2018〕60 号) 

中国专利奖省局配套奖励 500,000.00 

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关于办理第五届广东专利奖奖励

及第十九届中国专利奖广东省知识产权配套奖励的通

知 

稳岗补贴 249,195.80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有关工作>的通

知》(深人社规〔2016〕1 号) 

税费返还 611,5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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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工商业用电降成本资

助款 
78,249.28 

深圳市工商业用电降成本资助发放的通知  (深经贸信

息规字〔2018〕12 号) 

总部企业规模扩大奖励款 4,000,000.00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经济发展分项资

金总部企业规模扩大奖励项目 

创新券资助 34,862.00 关于南山区 2017 年度“创新服务券”申报的通知 

南山区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

资助项目资助款 
96,244.00 南山区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资助项目 

生育津贴 477,477.43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广东省职工生育保

险规定》的实施办法 

科研协作费 60,000.00 

关于填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生物医用材料研发与组织

器官修复替代”和“数字诊疗装备研发”重点专项 2018

年度项目申报书（含预算申报书）的通知 

提升企业竞争力国内专利年

费奖励 
6,000.00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布 2017 年深

圳市专利奖励拨款名单的通知 

2017 年第 2 批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资助 
8,100.00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公布 2017 年

深圳市第 二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资 助拨款名单

的通知 

国产胃镜在上消化道疾病诊

治中的评价项目 
60,000.00 

关于填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生物医用材料研发与组织

器官修复替代”和“数字诊疗装备研发”重点专项 2018

年度项目申报书（含预算申报书）的通知 

专利发明授权补助 10,000.00 
《关于印发<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知识产权资助资金

操作细则>》 

上海市国内专利资助 28,871.00 《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沪知局〔2017〕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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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资助款 300.00 
《上海市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资助管理办法》（沪版

权〔2013〕2 号） 

专利发明授权补助 4,000.00 
《关于印发<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知识产权资助资金

操作细则>》 

稳岗补贴 60,751.00 
《关于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护航行动”>的通知》

（沪人社规〔2018〕20 号） 

高频超声内窥镜导管补贴 200,000.00 
《关于印发<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沪科〔2013〕25 号） 

科技创新券兑现款 6,000.00 
开展 2017-2018 年上海市科技创新券兑现工作的通知

（沪科〔2018〕199 号）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房屋补贴 
230,000.00 

中共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工委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常务会议纪要（25） 

中小企业开拓资金 21,800.60 
《上海市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沪商财

〔2015〕26 号）   

苏州医工所项目合同 76,864.57 
《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字诊疗装备研发重点专项

2016 年度项目立项的通知》（国科生字〔2016〕14 号） 

一次性注射针专项资金 83,190.25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上

海市科研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沪财教

〔2015〕95 号)、《一次性使用内镜注射针的临床验证

研究项目合同书》(项目编号：16441901600) 

一次性篮形异物钳专项资金 27,000.00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上

海市科研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沪财教

〔2015〕95 号)、《一次性使用篮形异物取出钳的临床

再验证及性能优化研究项目合同书》(项目编号：

16DZ1930600) 

医学超声成像及换能器工程

中心科技研发专项资金(新

建) 

153,236.52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

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0 年深圳市生

物、互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计划(第一

批)的通知》(深发改〔2010〕1324 号) 

高端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仪

器及换能器产业化项目发展

专项资金 

401,645.24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

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0 年深圳市生

物、互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计划(第一

批)的通知》(深发改〔2010〕1324 号) 

特殊用途彩超及探头临床验

证发展专项资金补助 
427,660.96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

员会以及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深圳市生物、互

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11 年第一批扶持计

划的通知》（深发改〔2011〕1673 号） 

高端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的关键技术研发科技研发资

金 
40,885.56 

《关于下达深圳市生物、互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 2011 年第一批扶持计划的通知》（深发改〔2011〕

1673 号） 

深圳医学超声成像系统产业

化工程实验室项目发展专项

资金补助 

140,635.21 

《关于深圳市开立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医学超声成像系

统产业化工程实验室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批复》(深发

改〔2012〕1099 号) 

电子胃镜和电子结肠镜产业

化科技研发资金 
336,626.36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

员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

于下达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12 年第

四批扶持计划的通知》(深发改〔2012〕1241 号) 

高性能彩超 CE 及 FDA 认证项

目资助款 
162,771.07 

《关于下达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12

年第四批扶持计划的通知》(深发改〔2012〕1241 号) 

剪切波弹性成像及单晶/复合

材料超声换能器科技发展资

金 

10,043.33 

《关于下达 2012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科技部分)资助项目计划的通知》(深南科〔2012〕43

号) 

高性能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

系统高技术产业化项目 
298,378.0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11 年第二批产业技术研究与

开发资金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发改

高技〔2011〕1612 号)、《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

达 2011 年第二批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高技术产业

发展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深发改〔2011〕13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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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下达基于 IPv6 的无线视频监控系统应用示范

等高技术产业项目 2010 年政府投资计划的通知》(深发

改〔2010〕2427 号) 

高端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仪

器及换能器技改项目资助款 
238,000.0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部关于下达工业中小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2011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发改投资〔2011〕

1412 号) 

高性能医学医疗设备专项项

目 
348,228.59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 2013 年高性能医

学诊疗设备专项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13〕

2598 号) 

高清电子内窥镜系统研发和

产业化项目 
1,111,767.41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

市开立科技有限公司高清电子内窥镜系统研发和产业

化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批复》(深发改 〔2014〕826 号) 

血液分析仪产业化项目 798,550.52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

市开立科技有限公司血液分析仪产业化项目资金申请

报告的批复》(深发改〔2014〕827 号) 

高性能彩色超声成像设备产

业链建设项目 
2,425,073.76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性

能彩色超声成像设备产业链建设项目地方配套资金申

请报告的批复》(深发改〔2014〕1781 号) 

2014 年广东协同创新与平台

环境建设项目 
107,142.84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4 年省协同创新与平台环境建设专项资金(第一

批)、(第二批)的通知》(深财科〔2015〕189 号) 

高解析度光学及超声复合电

子内窥镜系统 
2,392,476.30 

科学技术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关于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数字诊疗装备研发重点专项 2017 年度项目立项的

通知》（国科生字〔2017〕34 号） 

爱声血管内超声成像设备

（IVUS）项目补贴款 
1,730.76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合同》(ST 

CSM2015-07-29) 

超高频线阵医用超声换能器 87,279.4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发布上海市 2018 年度“科

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指

南的通知》（沪科〔2018〕12 号）、《关于举办 2018 年

“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沪科〔2018〕

14 号） 

微型超弹专项资金   19,998.00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上

海市科研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沪财教

〔2015〕95 号）、微型超弹泌尿取石网篮工程化样品的

研制项目合同书(项目编号：17441905700) 

小  计 27,112,191.39  

3. 2019年度 

项  目 金额 说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科研费 
90,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产结肠镜在下消化道疾

病诊治中的效果评价课题任务书》 

2018 企业竞争力国内专利奖

励 
8,000.00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布 2018 年深圳市专利奖励拨款

名单的通知》 

国内有效发明专利年费补助

款 
208,000.00 

深圳市南山区科学创新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度南山区

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创新分项资金拟资助

项目（第三批）的通知》（深南科〔2018〕60 号） 

2017 年第四季度出口信用保

险保费资助款 
177,573.00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外贸

稳增长调结构提质量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2017〕

63 号) 

残疾人保障金补贴 57,897.66 

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市扶持残疾人就业办法》（深

残联发〔2011〕8 号） 

2018 年第一季度出口信用保

费资助款 
1,255,934.00 

深圳市南山区经济促进局《关于开展出口信用保险资助

项目申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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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稳增长资助项目补助

款 
360,000.00 

深圳市南山区经济促进局《关于开通工业增加值奖励资

助项目申报的通知》 

2018 年第一批企业研发资助

款 
5,517,000.00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

2018 年第一批企业研究开发资助计划拟资助企业的公

示》 

企业研发投入支持计划款 1,000,000.00 

深圳市南山区科学创新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度南山区

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创新分项资金拟资助

项目（第一批）的通知》（深南〔2018〕19 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项目合作款 
90,000.00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国产胃镜在上消化道疾病

诊治中的效果评价课题组织实施协议》 

企业参加展会活动资助 1,000,000.00 

深圳市南山区经济促进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度南山区

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经济发展分项资金（第三

批）扶持计划的通知》（深南经〔2018〕7 号） 

上市企业并购重组中介补助 550,000.00 

深圳市南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 2019 年度南

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经济发展分项资金

（第三批）扶持计划的通知》（深南工信自〔2019〕2

号） 

2019 年一季度稳增长资助 64,500.00 
深圳市南山区经济促进局《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经济发展分项资金实施细则（试行）》 

2018 年第一批专利申请补贴 297,000.00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布 2018 年深圳市第一

批专利申请资助拨款名单的通知》 

2018 年第一批境外商标补贴 115,000.00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布 2017 年深圳市第二

批和 2018 年深圳市第一批境外商标注册资助拨款名单

的通知》 

第十九届中国专利奖配套奖

励款 
100,000.00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申报专利奖配套奖励的通知》（深

市质{2019}7 号） 

工商用电降成本资助 108,615.35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和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关于印发<深圳市工商业用电降成本暂行办法>的通

知》 

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自助项目

款 
500,000.00 

深圳市南山区经济促进局《关于 2019 年南山区经济发

展分项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资助项目拟资助单位公示》 

2018 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

补贴 
30,000.00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关于 2018 年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奖补及倍增支持计划项目申报的通知》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倍增支持

计划补贴 
100,000.00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授

予“南山区 2018 年度经济增长贡献百强企业”“南山区

2018 年度纳税百强企业”称号的通报》（深南府〔2019〕

13 号） 

生育津贴 893,638.54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关于<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实施办法》 

中小企业开拓资金 77,868.00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做好上海市 2018 年度外经贸

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申报工作

的通知》（沪商财〔2018〕203 号 

企业扶持资金 3,161,000.00 
上海市崇明区经济委员会《关于印发扶持民营实体企业

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崇经〔2019〕13 号） 

专利资助费 1,404.00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沪知局规

〔2018〕1 号） 

高校保险补贴款 8,058.75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民政

局《关于做好本市用人单位新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

社会保险补贴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规〔2018〕24 号) 

创新券补助 12,500.0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开展 2017-2018 年上海市科技

创新券兑现工作的通知》（沪科〔2018〕199 号） 

第七届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奖金 
300,000.0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生物

医药行业总决赛获奖及优秀企业名单公示》 

稳岗补贴 69,746.0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的通

知》（人社部发〔2019〕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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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东湖区服务业小进规款 50,000.00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展改革局《关于收

集 2018 年服务业“小进规”政策兑现资金收据的通知》 

一次性注射针专项资金 36,338.15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上

海市科研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沪财教

〔2015〕95 号)、《一次性使用内镜注射针的临床验证研

究项目合同书》(项目编号：16441901600) 

一次性篮形异物钳专项资金 39,189.66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上

海市科研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沪财教

〔2015〕95 号)、《一次性使用篮形异物取出钳的临床再

验证及性能优化研究项目合同书》 (项目编号：

16DZ1930600) 

压电单晶项目补助 140,000.0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 2016 年度“科技创新

行动计划”生物医药领域科技支撑项目指南》 

医学超声成像及换能器工程

中心科技研发专项资金 (新

建) 

140,436.52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

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0 年深圳市生

物、互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计划(第一

批)的通知》(深发改〔2010〕1324 号) 

高端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仪

器及换能器产业化项目发展

专项资金 

387,429.66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

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0 年深圳市生

物、互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计划(第一

批)的通知》(深发改〔2010〕1324 号) 

特殊用途彩超及探头临床验

证发展专项资金补助 
264,884.53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

员会以及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深圳市生物、互

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11 年第一批扶持计

划的通知》（深发改〔2011〕1673 号） 

电子胃镜和电子结肠镜产业

化科技研发资金 
17,483.33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

员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

于下达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12 年第

四批扶持计划的通知》(深发改〔2012〕1241 号) 

高性能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

系统高技术产业化项目 
172,414.7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11 年第二批产业技术研究与

开发资金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发改

高技〔2011〕1612 号)、《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11 年第二批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高技术产业发

展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深发改〔2011〕1312 号)及《关

于下达基于 IPv6 的无线视频监控系统应用示范等高技

术产业项目 2010 年政府投资计划的通知》(深发改

〔2010〕2427 号) 

高端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仪

器及换能器技改项目资助款 
238,000.0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部关于下达工业中小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2011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发改投资〔2011〕

1412 号) 

高性能医学医疗设备专项项

目 
228,793.50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 2013 年高性能医

学诊疗设备专项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13〕

2598 号) 

高清电子内窥镜系统研发和

产业化项目 
1,108,875.10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

市开立科技有限公司高清电子内窥镜系统研发和产业

化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批复》(深发改 〔2014〕826 号) 

血液分析仪产业化项目 756,246.22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

市开立科技有限公司血液分析仪产业化项目资金申请

报告的批复》(深发改〔2014〕827 号) 

高性能彩色超声成像设备产

业链建设项目 
3,960,830.58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性

能彩色超声成像设备产业链建设项目地方配套资金申

请报告的批复》(深发改〔2014〕1781 号) 

超高频血管内超声成像系统

研发 
76,874.19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深圳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015年上半年(第一、二、

三批)扶持计划的通知》(深发改〔2015〕863 号) 

2014 年广东协同创新与平台 71,428.64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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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建设项目 2014 年省协同创新与平台环境建设专项资金(第一批)、

(第二批)的通知》(深财科〔2015〕189 号) 

高解析度光学及超声复合电

子内窥镜系统 
1,476,431.49 

科学技术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关于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数字诊疗装备研发重点专项 2017 年度项目立项的

通知》（国科生字〔2017〕34 号） 

微型超弹专项资金 157,159.67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上

海市科研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沪财教

〔2015〕95 号）、微型超弹泌尿取石网篮工程化样品的

研制项目合同书(项目编号：17441905700) 

活检钳临床再评价及性能优

化研究专项资金 
131,168.50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上

海市科研计划项目（课题）专项经费巡查管理办法>的

通知》（沪科规〔2018〕4 号）、内镜下多自由度超细活

组织取样钳的临床再评价及性能优化研究项目合同书

（项目编号：18DZ1930200） 

爱声血管内超声成像设备

（IVUS）项目补贴款 
141,586.53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合同》(ST 

CSM2015-07-29) 

超高频线阵医用超声换能器 10,167.94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发布上海市 2018 年度“科

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指

南的通知》（沪科〔2018〕12 号）、《关于举办 2018 年“创

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沪科〔2018〕

14 号） 

小  计 25,759,474.30  

4. 2020年 1-6月 

项  目 金额 说明 

2020 年度企业国内市场开拓

项目补助 
    188,820.00  

《深圳市民营及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深经贸信息规〔2017〕8 号)、《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关

于办理拨付 2020 年度市民营及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培育

扶持计划企业国内市场开拓项目资助资金的通知》 

专利奖授奖     300,000.00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广东省专利奖励办法的

实施细则》 

工商用电降成本资助       1,216.08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和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关于印发<深圳市工商业用电降成本暂行办法>的通

知》 

残疾人保障金补贴       3,590.52  

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市扶持残疾人就业办法》（深

残联发〔2011〕8 号） 

2020 年第二批新兴产业扶持

计划项目 
  1,730,000.00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 2020 年第二批新兴产业扶持计划的通知》（深工

信资金〔2020〕20 号） 

专利支持计划资助款     135,000.00  

《关于下达 2020 年度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科技创新分项资金（第一批）的通知》（深南科〔2020〕

35 号） 

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资助款   1,817,114.00  《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资助》 

2018 年第二批专利补助     153,000.00  

《深圳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财规〔2014〕

18 号）、《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办理 2018 年深圳市第二批

专利申请资助领款手续的通知》 

企业研发投入支持计划项目

款 
  1,000,000.00  

《关于下达 2020 年度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科技创新分项资金（第一批）的通知》（深南科〔2020〕

35 号） 

2019 年工业增加值奖励项目

补助 
  3,000,000.00  

《关于下达 2019 年度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经济发展分项资金（第四批）扶持计划的通知》（深

南工信字〔2019〕4 号） 

2019 年进一步稳增长资助款   1,300,000.00  
《2020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拟

资助企业名单公示》 

生育津贴     562,381.18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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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局关于<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实施办法》 

广东省重点研发技术项目款     168,000.00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任务书》（粤科资字

〔2020〕76 号） 

社保费减免   1,007,201.4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

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

通知》(人社部发〔2020〕49 号) 

数字诊疗装备研发资金     622,400.00  

科学技术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关于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数字诊疗装备研发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立项的

通知》(国科生字〔2019〕50 号) 

稳岗补贴     127,164.0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的通

知》（人社部发〔2019〕23 号） 

企业扶持资金   1,894,000.00  
上海市崇明区经济委员会《关于印发扶持民营实体企业

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崇经〔2019〕13 号） 

国外展会补贴      54,353.00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商务委等制订的《上海市服务

贸易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府办

〔2016〕75 号） 

高清电子内窥镜系统研发和

产业化项目 
    467,800.62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

市开立科技有限公司高清电子内窥镜系统研发和产业

化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批复》(深发改〔2014〕826 号) 

医学超声成像及换能器工程

中心科技研发专项资金(新

建) 

     70,218.26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

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0 年深圳市生

物、互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计划(第一

批)的通知》(深发改〔2010〕1324 号) 

高端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仪

器及换能器产业化项目发展

专项资金 

    193,714.82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

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0 年深圳市生

物、互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计划(第一

批)的通知》(深发改〔2010〕1324 号) 

特殊用途彩超及探头临床验

证发展专项资金补助 
    132,442.26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

员会以及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深圳市生物、互

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11 年第一批扶持计

划的通知》（深发改〔2011〕1673 号） 

高性能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

系统高技术产业化项目 
     25,106.8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11 年第二批产业技术研究与

开发资金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发改

高技〔2011〕1612 号)、《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

达 2011 年第二批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高技术产业

发展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深发改〔2011〕1312 号)

及《关于下达基于 IPv6 的无线视频监控系统应用示范

等高技术产业项目 2010 年政府投资计划的通知》(深发

改〔2010〕2427 号) 

高端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仪

器及换能器技改项目资助款 
    119,000.0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部关于下达工业中小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2011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发改投资〔2011〕

1412 号) 

高性能医学医疗设备专项项

目 
    113,856.74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 2013 年高性能医

学诊疗设备专项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13〕

2598 号) 

血液分析仪产业化项目     213,830.00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

市开立科技有限公司血液分析仪产业化项目资金申请

报告的批复》(深发改〔2014〕827 号) 

高性能彩色超声成像设备产

业链建设项目 
  1,835,952.36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性

能彩色超声成像设备产业链建设项目地方配套资金申

请报告的批复》(深发改〔2014〕1781 号) 

高解析度光学及超声复合电

子内窥镜系统 
100,209.02  

科学技术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关于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数字诊疗装备研发重点专项 2017 年度项目立项的

通知》（国科生字〔2017〕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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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声血管内超声成像设备

（IVUS）项目补贴款 
        865.38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合同》 (ST 

CSM2015-07-29) 

血管内超声诊断导管注册临

床试验研究项目 
    453,736.78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血管内超声诊断导管注册临床

试验研究》课题经费 （财政 2019 第 13483 号） 

数字诊疗装备研发     473,738.43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

字诊疗装备研发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立项的通知》

（国科生字〔2019〕50 号） 

超高频血管内超声成像系统

研发 
      4,455.24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发布上海市 2018 年度“科

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指

南的通知》（沪科〔2018〕12 号）、《关于举办 2018 年

“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沪科〔2018〕

14 号） 

微型超弹专项资金      40,596.00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上

海市科研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沪财教

〔2015〕95 号）、微型超弹泌尿取石网篮工程化样品的

研制项目合同书(项目编号：17441905700) 

活检钳临床再评价及性能优

化研究专项资金 
    106,420.97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上

海市科研计划项目（课题）专项经费巡查管理办法>的

通知》（沪科规〔2018〕4 号）、内镜下多自由度超细活

组织取样钳的临床再评价及性能优化研究项目合同书

（项目编号：18DZ1930200） 

小  计 18,416,183.95  

 

二、“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2017年、2018年和 2019年为-8,439,558.21

元，系 2015年公司授予员工可立即行权的股权，相应股权授予价格低于公允价值部分确认

管理费用-股份支付所致。 

2020 年 1-6 月为-2,841,193.73 元，其中-4,219,779.10 元系确认管理费用-股份支付

所致，1,378,585.37元系税费手续费返还。 

 

三、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

目的说明 

无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

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

况。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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