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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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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20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1 年 7 月 7 日，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公司 ”）及各级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人民币

121,618,029.89 元，现将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公告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序

号 
获补贴单位名称 补贴项目 补贴金额 发放主体 

1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 15,860,000.00 财政部 

2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全国哲学办后期资助出版

费 
850,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办公室 

3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供暖补贴 27,381.90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

理委员会 

4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保补贴 9,648.00 
北京市东城区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中心 

5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21 港澳台出版发行繁

体图书项目、翻译工程项

目资助款 

145,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6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

司 
扶持资金发放 619,663.74 上海市青浦区财政局 

7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增值税退税 69,942.73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8 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丝路书香工程 236,800.00 中宣部办公厅 

9 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民的战士等 9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

理办公室 

10 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增值税退税 2,340,444.56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0 年北京市绿色印刷

工程-优秀青少年读物绿

色印刷示范项目 

19,989.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1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项目资

助 
200,000.00 

北京市文化局资产监

管事务中心 

1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房租补助 21,210.00 
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1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丝路书香、港澳台出版发

行、对外推广等项目款 
1,302,500.00 中宣部办公厅 

1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经费 6,100,000.00 财政部 

1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0,560,000.00 财政部 

1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其他新闻出版电影支出 860,000.00 财政部 

1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儿童植物百科全

书》项目 
24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

理办公室 

1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鲲鹏”全国青少年科幻文

学奖项目资助首拨款 
630,000.00 

深圳市福田区国库支

付中心 

20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1 年优秀科普图书推

荐活动项目资助 
196,800.00 北京科普发展中心 

21 北京百科在线网络出版有限公司 城建和教育费附加的退税 168.86 
国家税务总局西城支

库 

22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公司 期刊资助款 400,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办公室 

23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公司 增值税退税 7,541,797.16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24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宣部 2020 数字出版精

品资助款 
80,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25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项目资助 79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

理办公室 

26 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 
元代多民族文化整体研究

等 
17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

理办公室 

27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有限公

司 
增值税退税 18,110.77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28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共产党法治思想史稿

——从理念到实践等 
1,45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

理办公室 

29 北京法宣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增值税退税 421,827.82 国家税务局海淀支库 

30 北京法宣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增值税退税 164,912.49 国家税务局丰台支库 

31 
北京人人律智能大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 
科技型小微企业研发补助 70,000.00 

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

员会 

32 
北京人人律智能大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 
增值税退税 632,784.16 国家税务局海淀支库 

33 新华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124,327.31 
北京市顺义区社会保

险事业管理中心 

34 世界图书出版上海有限公司 数学新体验项目 32,000.00 
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

金会 

35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46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

理办公室 



36 北京中新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北京市实体书

店扶持项目 
250,934.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37 北京中新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石景山区实体

书店扶持项目 
50,000.00 

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

和旅游局 

38 
中版云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增值税退税 92,035.36 国家税务局丰台支库 

3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

司 
《丝路夷教华化之路》 11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

理办公室 

4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

司 

丝路书香、中华文明的核

心价值（越南语）等 
837,060.00 中宣部办公厅 

41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增值税退税 1,601,436.43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42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

攻坚”期刊主题宣传优秀

选题资助款 

90,000.00 中宣部 

43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1,474,452.67 北京市委宣传部 

44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有限公司 文菁计划 200,000.00 
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发

展促进中心 

45 三联韬奋书店（成都）有限公司 以工代训 11,200.00 
成都市青羊区就业服

务管理局 

46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后期资助出版费等 1,412,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办公室 

47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增值税退税 18,065,111.70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48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商务社后期资助出版费 68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

理办公室 

49 商务印书馆（杭州）有限公司 以工代训 500.00 
杭州市职业能力建设

指导服务中心 

50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 
1,040,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办公室 

51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增值税退税 5,199,674.39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52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

目经费 
1,504,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 

53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中华外译项目课题费 210,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办公室 

54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

项目、中华外译项目等资

助款 

2,419,800.00 中宣部办公厅 

55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等重

点图书、国家社科基金后

期资助项目经费等 

8,84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

理办公室 

56 北京灿然书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 
334,546.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57 
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企业所得税退

税 
257,654.84 

国家税务总局丰台支

库 



58 现代出版社有限公司 
《戏曲剧种演进史考述》

等 
62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

理办公室 

59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高精尖专项基金 1,000,000.00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 

60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绿色印刷 51,701.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61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残疾人补贴 13,200.00 北京大兴区财政局 

62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培训补贴 12,000.00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

心 

63 中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30,000.00 
北京市丰台区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中心 

64 中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第八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

季活动支持 
70,000.00 

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

管理中心 

65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丝路书香工程、翻译工程

等项目资助款 
2,405,415.00 中宣部办公厅 

合计 121,618,02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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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18,029.89

元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况

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