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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999         股票简称：出版传媒          编号：临 2020-044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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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0年 1 月 1 日至 2020年 9 月 30日，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所属公司收到辽宁省财政厅等机

构下发的政府补助合计 56,390,785.62 元，已全部划拨到公司账户。具

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依据文件 金额 

辽宁民族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重点图书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1,420,000.00 

增值税退税 辽宁省财政厅监〔2020〕42 号 583,789.14 

民族文字出版补贴 辽宁省财政厅 3,880,000.00 

辽宁鼎籍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 
文化产业项目补助 辽宁省财政厅 1,900,000.00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甲状腺学》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300,000.00 

《中国人参史》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80,000.00 

增值税退税 辽宁省财政厅监〔2020〕42 号 878,430.79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

司 
稳岗补贴 铁西区援企稳岗补贴说明〔2019〕 165,837.00 

辽宁美术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重点图书 
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

工程”项目资助 
53,000.00 

《永恒中华魂之雷锋、焦

裕禄》 

2019 年“原动力”中国原创动漫出

版扶持计划 
40,000.00 

增值税退税 辽宁省财政厅监〔2020〕42 号 1,139,0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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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人民出版社有限

公司 

重点图书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2020〕5 号 
2,280,000.00 

重点图书 
辽宁省委（全民读书节经费）抗击

新冠疫情 
50,000.00 

辽宁电子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重点图书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270,000.00 

高新企项目补贴 
沈科发〔2020〕11 号/皇姑区“皇钻

十六条”产业创新发展政策 
400,000.00 

辽宁北方出版物配送

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沈阳市关于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

“护航行动”进一步落实稳岗补贴

政策的通知 

104,427.71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重点图书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50,000.00 

辽宁印刷物资有限责

任公司 

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 沈阳市会商务发〔2019〕81 号） 120,000.00 

稳岗补贴 沈阳市人社发〔2020〕18 号 34,898.46 

辽宁音像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文化发展专项资金 辽宁省财政厅 900,000.00 

增值税退税 辽宁省财政厅监退〔2020〕16号 332,629.63 

辽海出版社分公司 

国防重器及战例集萃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240,000.00 

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90,000.00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 30 强提名 辽宁省财政厅 1,000,000.00 

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

司 

《天晓》 省委宣传部新书推荐活动补贴 50,000.00 

增值税退税 
辽宁省财政厅监退〔2020〕29号、

35 号 
516,747.84 

辽宁教育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文化产业专项资金 

辽宁省委宣传部《关于做好 2019 年

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拨付工作

的通知》 

300,000.00 

《东北古代长城考古调查

与研究》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基

金办〔2020〕5 号 
120,000.00 

《旅顺大屠杀资料与研

究》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基

金办〔2020〕5 号 
60,000.00 

北方出版传媒（上海）

有限公司 

突出贡献单位奖励 江苏省吴高新委（2020〕8 号 150,000.00 

稳岗补贴 国发〔2014〕14 号 3,507.00 

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 

东北振兴新动能培育平台

及设施建设专项中央补助 
大连市金财基发〔2019〕798 号文件 4,050,000.00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补助 
辽宁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 
3,850,000.00 

合作补贴 大连市金浦新区管理委员会 20,000,000.00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补 大连市文产办发〔2019〕2 号 6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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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款 

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

有限公司 

稳岗补助 大连市人社发〔2017〕163 号 2,427.81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大连市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

室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协议 
340,000.00 

稳岗补贴 大连市人社发《2017》163 号 24,390.00 

稳岗补贴 
阜新市人社〔2019〕220 号、〔2020〕

8 号 
1,425.00 

稳岗补贴 锦州市人社〔2019〕94 号 1,535.79 

稳岗补贴 
丹东市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护航行

动”实施办法 
1,875.44 

职工带薪培训费 
鞍山市“春风行动”一号工程带薪

培训 
47,000.00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鞍山市人社〔2020〕10 号 11,223.99 

困难企业稳岗补助 鞍山市人社〔2020〕27 号 396,500.00 

运营扶持补贴专项经费 铁东区人民政府运营补贴协议 300,000.00 

困难企业稳岗返还 葫芦岛市人社〔2020〕4 号 2,400.00 

疫情培训 葫芦岛市人社〔2020〕4 号 3,844.00 

困难企业稳岗返还 葫芦岛市人社〔2020〕4 号 4,800.00 

文化产业专项补助 辽宁省财政厅 3,000,000.00 

稳岗补贴 
抚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保局《2020 年

企业申领稳岗返还指南》 
4,130.00 

稳岗补贴 
锦州市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

就业岗位的通知 
16,044.68 

图书展销活动补贴 辽宁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 150,000.00 

稳岗补贴 辽宁省人社〔2020〕5 号 102,996.07 

春风文艺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经典文学音频文库-布老

虎听书 

辽宁省委宣传部《关于做好 2019 年

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拨付工作

的通知》 

650,000.00 

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1

亿元 

辽宁省委宣传部《关于做好 2019 年

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拨付工作

的通知》 

300,000.00 

《舒群全集》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2020]5 号 
380,000.00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

程”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经典中国

国际出版工程”（作家版）项目资

助协议书 

226,415.09 

《北京小孩》 
中宣部 2019 年“优秀青少年读物出

版工程”入选作品 
91,7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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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红》 
中宣部“中国图书对外光光计划”

翻译资助协议书 2019-58 
76,273.58 

《战疫纪事》 辽宁省委宣传部 50,000.00 

文化名家四个一批人才工

程项目 
中央宣传部干部局[2020]118 号 800,000.00 

“兴辽英才计划” 
辽宁省委宣传部“兴辽英才计划”

项目任务合同书 
200,000.00 

增值税退税 财税[2018]53 号 3,138,368.82 

辽宁省内市县教材发

行公司 
税收减免与返还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号 1,916.84 

辽宁省内市县教材发

行公司 
稳岗补贴 铁市人社发〔2020〕26 号 3,193.48 

合计 
  

56,390,78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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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

56,390,785.62 元均为收益类补助，其中 14,448,642.53 元已计入其他

收益科目。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请以审计机构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 2020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