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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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 月 8 日至 2022 年 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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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16,6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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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保返还 64,081.97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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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研究出版经费 100,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4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增值税先征后返 15,232,622.38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5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

司 
扶持资金发放 106,600.00 上海市青浦区财政局 

6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增值税先征后返 190,107.42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7 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增值税先征后返 5,242,177.24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8 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经费 216,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

支出及出版经费 
20,477,700.00 财政部 

10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丝路书香项目资助费 448,260.00 中宣部办公厅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北京典籍

与经典老唱片数字化

出版项目资助 

410,000.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1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服务贸易统计监测补

助 
3,600.00 北京市流通经济研究中心 

1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1 年北京宣传文

化引导基金第三批项

目资助款 

100,000.00 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 



1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经费 39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1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增值税先征后返 979,569.57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16 《百科知识》杂志社有限公司 增值税先征后返 95,839.10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17 泰安百科传媒有限公司 
以工代训职业技能提

升资金 
2,500.00 

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

局 

18 泰安百科传媒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522.76 
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19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音乐考古丛书

（6 册）》等项目资

助款 

335,000.00 中宣部出版局 

20 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 
《现代（1912-1949）

古体文学大系·词集》 
18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21 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 增值税先征后返 860,576.00 财政部上海监管局 

22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有限公

司 
增值税先征后返 12,125.53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23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纪实》 

80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24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保返还 11,466.91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5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增值税先征后返 185,569.22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26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失业补贴 6,725.17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7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72,592.31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8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以工代训职业技能提

升资金 
107,100.00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9 北京中新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

资金 
19,000.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30 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保返还 9,748.83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

司 
稳岗补贴 33,566.41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

司 
增值税先征后返 194,238.63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3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

司 
主题出版项目 1,99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3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

司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

值》等 
230,400.00 中宣部办公厅 

35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社保返还 3,649.85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6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增值税先征后返 181,347.95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37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

资金 
1,203,600.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38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有限公司 旅游商品扶持资金 20,000.00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39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外译项目及相关出版 2,723,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物资助 

40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中华科学技术大词

典》等项目尾款 
5,35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41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东城区重

点企业奖励资金 
100,000.00 

北京市东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42 《英语世界》杂志社有限公司 社保返还 516.17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3 北京商易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社保返还 5,322.36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4 
《汉语世界》杂志社有限责任公

司 
社保返还 1,060.72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5 
《汉语世界》杂志社有限责任公

司 
汉语宣传项目 1,030,000.00 财政部 

46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外译项目及国家社科

基金资助项目经费 
1,452,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47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社保返还 63,392.24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8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汉长安城未央宫骨

签》等项目经费 
7,17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49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丝路书香及国家社科

基金等项目经费 
3,913,380.00 中宣部办公厅 

50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

金项目奖励 
100,000.00 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 

51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丰台区新

引进企业政策兑现奖

励资金 

2,041,900.00 
北京市丰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

心 

52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增值税先征后返 4,682,968.15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53 北京灿然书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

资金 
80,900.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54 
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

公司 
社保返还 1,312.61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55 
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

公司 
国家数字化专项经费 230,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56 现代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华吟诵田野调查

研究》 
84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57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社保返还 17,385.31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58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翻译资助款 469,800.00 中宣部办公厅 

合

计 
—— —— 80,816,606.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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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16,6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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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