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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999          股票简称：出版传媒           编号：临 202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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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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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1,79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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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当代建筑实录》 基金办[2021]6 号        90,000.00  

辽宁电子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青少年太空探索科目丛

书》 
基金办[2021]23 号       270,000.00  

《通用手语社区情景微剧

（40 集）》 
基金办[2021]1 号       190,000.00  

辽宁美术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精品图书扶持资金 辽宁省委宣传部       265,000.00  

稳岗补贴 辽就[2021]5 号        22,921.82  

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

司 
稳岗补贴 辽就（2019）17 号        19,696.69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精品扶持资金 辽宁省委宣传部        86,000.00  

出版精品扶持资金 辽宁省委宣传部        40,000.00  

《国之重器》第二辑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

室 
       80,000.00  

春风文艺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出版精品扶持基金 辽宁省委宣传部        90,000.00  

出版精品扶持基金 辽宁省委宣传部        40,000.00  

辽宁省劳模创新工作室 
辽宁省劳模创新工作室启动

资金拨付通知 
      100,000.00  

辽海出版社分公司 

《国防重器及战例集萃》 基金办[2021]23 号       410,000.00  

《话说党史 1919-1949》 辽宁省委宣传部       240,000.00  

《名人家谱丛考》 基金办[2021]6 号        60,000.00  

《辽阳壁画墓》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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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辽宁人民出版社有限

公司 

《中国古代画家存世作品概

览》 
基金办[2021]23 号       100,000.00  

《刘盼遂著述集》 基金办[2021]23 号       100,000.00  

《马克思主义早期文献传播

通考（第二批）》 
基金办[2021]6 号       400,000.00  

出版精品扶持基金 辽宁省委宣传部       240,000.00  

出版精品扶持基金 辽宁省委宣传部       240,000.00  

出版精品扶持基金 辽宁省委宣传部        40,000.00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

统考第一批》 
基金办[2021]6 号     1,850,000.00  

稳岗补贴 辽宁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32,928.29  

辽宁教育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海洋动物资源开发及可持

续利用研究》 
基金办[2021]6 号        50,000.00  

辽宁民族出版社有限

公司 

《锡伯语、满语田野影像资

料》 
基金办[2021]6 号       960,000.00  

《少数民族文物图典》 基金办[2021]6 号       140,000.00  

《钦定理藩院则例》 基金办[2021]6 号       120,000.00  

教材补贴款 吉林省教育厅        50,000.00  

教材补贴款 辽宁省教育厅     1,000,000.00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

司 

稳岗补贴 
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82,800.00  

稳岗补贴 沈人社发[2020]45 号文件        71,745.00  

工业云服务项目 沈政办发[2018]124 号文件       775,000.00  

辽宁票据印务有限公

司 
高新技术企业专项 沈科发（2021）34 号       200,000.00  

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 
运营补助 

大连金普新区党工委会议纪

要 
    5,000,000.00  

北方出版传媒（上海）

有限公司 

政府绩效奖励金 上海市虹口区财政局        10,000.00  

文化产业基地扶持金 
江苏省吴中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 
    1,000,000.00  

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

有限公司 

以工代训 辽就丹人社发[2020]83 号 2,000.00  

稳岗补贴 辽就辽人社发[2017]14 号 1,011.30  

稳岗补贴 人大社发[2020]258 号        17,950.34  

读书节展销补贴 辽宁省委宣传部        50,000.00  

稳岗补贴 抚社人发[2020]50 号         6,895.00  

以工代训 抚人社发[2020]64 号        48,800.00  

稳岗补贴 葫人社发〔2021〕2 号         1,544.00  

以工代训 葫人社函〔2021〕49 号           960.00  

以工代训 辽宁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566,000.00  

辽宁省出版发行有限

责任公司 
稳岗补贴 大人社发[2021]272 号         2,575.01  



3 

 

辽宁鼎籍智造传媒有

限公司 
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补助 沈科发[2021]16 号        20,000.00  

辽宁北方出版物配送

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辽人社发（2018）16 号        68,220.01  

辽宁辽版图书发行有

限公司 
惠民补贴 

抚顺市望花区文化旅游综合

服务中心 
       50,000.00  

辽宁印刷物资有限责

任公司 

稳岗补贴 辽就（2021）5 号        73,094.08  

以工代训 辽人社函（2021）43 号        86,400.00  

稳岗补贴 沈人社发（2021）18 号         12,315.00  

辽宁省内市县教材发

行公司 

以工代训 营人社发[2020]46 号         3,200.00  

稳岗补贴 铁市人社发[2020]74 号         2,058.08  

稳岗补贴 辽人社发[2021]7 号           211.22  

稳岗补贴 抚人社函[2021]23 号           119.00  

以工代训 抚人社发[2020]64 号         1,200.00  

稳岗补贴 葫人社发[2021]2 号           949.00  

稳岗补贴 本人社[2021]26 号           120.55  

以工代训 本人社[2021]26 号           200.00  

稳岗补贴 铁市人社发 [2021]7 号         1,084.73  

以工代训 营人社发[2020]46 号         8,800.00  

合计        15,551,7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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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1,799.12 元均为收益类补助，其中 12,120,9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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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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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