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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炬高新技术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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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

子公司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9 日，累计收到各类政府

补助共计 1,265.56 万元。以上补助资金均已到账。具体明细如下（币

种：人民币、单位：元）： 

序

号 

收款单

位 
补助原因或项目 

收款日

期 

2020 年实收政

府补助资金（元） 

与资产 /收

益 相关 
补助依据 

1 

阳西美

味鲜 

应届高校毕业生社保补

贴 

2020.2 20,824.44 与收益相关 粤人社规（2019）14 号 

2 美后勤 2018 年失业稳岗补贴 2020.3 114,403.24 与收益相关 人社部发（2019）23 号 

3 美营销 2018 年失业稳岗补贴 2020.3 242,842.19 与收益相关 人社部发（2019）23 号 

4 美味鲜 

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

项目（143.31 万设备更

新方向） 

2020.3 1,213,200.00 与资产相关 中工信 (2020 )453 号 

5 美味鲜 

2019 年度中山市工业

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

2020.5 2,750,000.00 与资产相关 

火炬党政办（2019）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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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专题项目）地方配套

扶持 

中工信（2019）614 号 

中工信（2019）614 号

附件 

6 美营销 2019 年失业稳岗补贴 2020.6 398,117.19 与收益相关 人社部发（2019）23 号 

7 美后勤 2019 年失业稳岗补贴 2020.6 120,225.61 与收益相关 人社部发（2019）23 号 

8 美味鲜 2019 年失业稳岗补贴 2020.6 362,463.56 与收益相关 人社部发（2019）23 号 

9 

阳西美

味鲜 

2020 年省级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2020.6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西工信通【2020】23 号 

10 

阳西美

味鲜 

应届高校毕业生社保补

贴 

2020.7 10,987.36 与收益相关 粤人社规（2019）14 号 

11 美味鲜 

重点项目第三次直接资

金 

2020.7 176,200.00 与收益相关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

题任务书-预算合同书-

四川大学 

12 厨邦 

2019 年认定高新技术

企业补助资金 

2020.7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阳科通（2020）26 号 

13 美味鲜 中山市就业补助资金 2020.8 1,000.00 与收益相关 粤人社规（2019）14 号 

14 美味鲜 

中山市 2019 年第三批

科技创新券兑现资金 

2020.9 27,0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山科发（2020）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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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味鲜 

2020 年度中山市第一

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科技保险补助 

2020.9 161,0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山科发（2020）171

号 

16 美味鲜 

2020 年度中山市知识

产权专项资金（第一批） 

2020.10 36,0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市监（2020）144 号 

附件 2：2020 年第一批

中山市国内发明专利年

费资助名单 

17 美味鲜 

2020 年度广东省知识

产权专项资金（第一批） 

2020.10 1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市监（2020）144 号 

附件 1：2020 年第一批

中山市国内发明专利授

权资助名单 

18 美味鲜 

2020 年吸纳大关籍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

补贴 

2020.10 3,000.00 与收益相关 粤人社规（2019）14 号 

19 美味鲜 火炬区 IT人才就业补贴 2020.10 2,000.00 与收益相关 粤人社规（2019）14 号 

20 美味鲜 

火炬开发区关于鼓励企

业复工复产期间促进用

工的补贴 

2020.10 3,800.00 与收益相关 

火炬疫防指〔2020〕55

号 

火炬开发区关于鼓励企

业复工复产期间促进用

工工作指引 

21 阳西美 应届高校毕业生社保补 2020.10 11,387.47 与收益相关 粤人社规（2019）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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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鲜 贴 

22 

阳西美

味鲜 

2020 年阳西县财政支

持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奖

励项目资金 

2020.10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西工信通（2020）23 号 

关于2020年阳西县财政

支持企业加快复工复产

奖励的公示 

23 

阳西美

味鲜 

2019 年失业稳岗补贴 2020.11 4,452.19 与收益相关 

粤人社明电（2020）28

号 

24 厨邦 2019 年失业稳岗补贴 2020.11 46,395.59 与收益相关 

粤人社明电（2020）28

号 

25 厨邦 

2015 年-2017 年广东

省发展专项资金（企业

研究开发补助方向） 

2020.11 160,300.00 与收益相关 

粤科规财字（2015）171

号 

26 

厨邦后

勤 

2019 年失业稳岗补贴 2020.11 10,518.39 与收益相关 

粤人社明电（2020）28

号 

27 美后勤 2019 年失业稳岗补贴 2020.12 120,225.61 与收益相关 人社部发（2019）23 号 

28 美后勤 

中山火炬区应对疫情稳

企安商补贴资金 

2020.12 8,901.73 与收益相关 中府（2020）12 号 

29 美味鲜 

中山火炬区应对疫情稳

企安商补贴资金 

2020.12 8,230.69 与收益相关 中府（2020）12 号 

30 美味鲜 

企业工资调查和人工成

本监测补贴 

2020.12 455.00 与收益相关 

关于发放2020年企业工

资调查补贴和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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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补贴的通知 

31 美味鲜 

2021 年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

造（第一批）资金项目

扶持款 

2020.12 678,000.00 与资产相关 

中山-粤工信技改函

（2020）1048 

32 

阳西美

味鲜 

阳江市 2021 年第一批

省级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专项资金 

2020.12 1,465,700.00 与资产相关 

阳工信通（2020）189

号 

 

33 

 

厨邦 

阳江市 2021 年第一批

省级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专项资金 

2020.12 1,822,500.00 与资产相关 

阳工信通（2020）189

号 

34 美味鲜 

品牌和标准培训专项资

金 

2020.12  17,000.00  与收益相关 

《2019 年中山火炬开发

区质量管理品牌发展和

标准培育专项资金资助

企业名单(官网公示名

单)》 

35 美味鲜 

中山火炬区应对疫情稳

企安商补贴资金 

2020.12  1,783.95  与收益相关 中府（2020）12 号 

36 美后勤 

中山火炬区应对疫情稳

企安商补贴资金 

2020.12  4,875.21  与收益相关 中府（2020）12 号 

37 美味鲜 中山市第八批引进创新 2020.12 1,75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山科发（2020）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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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科研团队项目专项

资金 

38 美味鲜 

2018 年火炬开发区科

技保险保费补助资金 

2020.12  97,850.00  与收益相关 

《关于火炬开发区企业

融资补助专项资金申报

的通知》 

39 美味鲜 

2019 年火炬开发区科

技保险保费补助资金 

2020.12  109,250.00  与收益相关 

《关于火炬开发区企业

融资补助专项资金申报

的通知》 

40 美味鲜 

2020 年火炬开发区科

技保险保费补助资金 

2020.12  80,500.00  与收益相关 

《关于火炬开发区企业

融资补助专项资金申报

的通知》 

41 精工 技术改造项目资助款 2020.5  139000 与收益相关 

中工信（2019）614 号 

火炬党政办（2019）25

号 

42 精工 稳岗补贴款 2020.6  32583.92 与收益相关 人社部发（2019）23 号 

43 精工 稳岗补贴款 2020.12  32583.92 与收益相关 人社部发（2019）23 号 

 合计 12,655,557.26   

注：“美味鲜”指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厨邦”指广东

厨邦食品有限公司；“阳西美味鲜”指阳西美味鲜食品有限公司；“美

后勤”指广东美味鲜旅游后勤服务有限公司；“美营销”指广东美味

鲜营销有限公司；“精工”指中山中炬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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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公司合计收到的政府补助 1,265.56 万元中，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为 792.94 万元，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472.62 万元；

根据财政部颁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2017】15 号)要求，公司 2020 年转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合

计 1833.92 万元（含上一年的递延收益转入其他收益 1395.37 万元）；

另 827.01 万元计入本期递延收益，将在以后年度陆续转入其他收益。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最

终结果为准。 

 

备查文件： 

1. 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