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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

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 671,806,669.85

元（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以上，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获得补助的主体 发放主体 
发放原因/ 
补助依据 

收到补助 

时间 

补助 
形式 

补助金额（元）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代报解预算收入- 

国库广州市开发区代理支库 
个税手续费返还 2022/1/21 现金 1,022,654.33 

驰众广告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财政 财政扶持 2022/1/25 现金 148,990,000.00 

宁波分视广告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财政 财政扶持 2022/1/25 现金 530,000.00 

分众晶视广告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财政 财政扶持 2022/1/25 现金 15,010,000.00 

上海框架广告发展传播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国库南京市中心支库 个税手续费返还 2022/2/11 现金 299,963.24 

上海定向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待报解预算收入-朝阳支库 个税手续费返还 2022/2/15 现金 556,502.95 

上海分众晶视广告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待报解预算收入-朝阳支库 个税手续费返还 2022/2/15 现金 936,939.87 

上海分众晶视广告有限公司 待报解预算收入-退库专户 个税手续费返还 2022/2/16 现金 309,606.09 

上海德峰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待报解预算收入-退库专户 个税手续费返还 2022/2/23 现金 3,733,847.08 

海南视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待报解预算收入- 

国家金库澄迈县支库 
个税手续费返还 2022/2/24 现金 349,688.67 

湛聚广告有限公司 待报解预算收入-密云支库 个税手续费返还 2022/2/25 现金 1,104,226.06 

驰众广告有限公司 其他户-代理国库退库清算户 个税手续费返还 2022/3/5 现金 8,678,219.43 

分众晶视广告有限公司 其他户-代理国库退库清算户 个税手续费返还 2022/3/5 现金 1,260,960.00 

上海分泽时代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长宁区财政 财政扶持 2022/3/30 现金 20,949,000.00 

分众传媒有限公司 待报解预算收入 个税手续费返还 2022/4/1 现金 1,399,782.78 

分众智媒广告有限公司 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财政扶持 2022/4/7 现金 1,168,666.52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黄埔区税务局 个税手续费返还 2022/4/20 现金 466,666.74 

驰众广告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财政 财政扶持 2022/4/28 现金 85,000,000.00 

分众晶视广告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财政 财政扶持 2022/4/28 现金 4,000,000.00 

海南视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生态智慧新城集团 财政扶持 2022/5/20 现金 1,500,000.00 

海南视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生态智慧新城集团 财政扶持 2022/6/20 现金 1,500,000.00 

上海分众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待报解预算收入-长宁区财政 高新补贴 2022/6/24 现金 200,000.00 

分众(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世博管理局 财政扶持 2022/7/1 现金 4,320,000.00 

湛聚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密云区财政 财政扶持 2022/7/5 现金 4,372,000.00 

驰众广告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财政 财政扶持 2022/7/11 现金 42,000,000.00 

分众晶视广告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财政 财政扶持 2022/7/11 现金 7,000,000.00 

分众传媒有限公司 共青城企聚园区服务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 2022/8/15 现金 30,000,000.00 

分众传媒有限公司 共青城市商务局 外经贸发展资金 2022/9/27 现金 211,700.00 

驰众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世博管理局 财政扶持 2022/10/10 现金 4,070,000.00 

分众传媒有限公司 共青城企聚园区服务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 2022/10/31 现金 40,000,000.00 

分众传媒有限公司 共青城企聚园区服务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 2022/10/31 现金 20,000,000.00 

分众传媒有限公司 共青城企聚园区服务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 2022/10/31 现金 20,000,000.00 

分众传媒有限公司 共青城企聚园区服务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 2022/11/1 现金 20,000,000.00 

上海分泽时代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长宁区财政 财政扶持 2022/11/3 现金 33,469,000.00 

驰众广告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财政 财政扶持 2022/11/4 现金 32,000,000.00 

分众晶视广告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财政 财政扶持 2022/11/4 现金 4,000,000.00 

分众传媒有限公司 共青城企聚园区服务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 2022/11/30 现金 5,000,000.00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财政扶持 2022/12/29 现金 89,860,000.00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财政扶持 2022/12/29 现金 2,010,000.00 

广州分众云未来广告有限公司 广州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财政扶持 2022/12/29 现金 5,140,000.00 

广州分众云未来广告有限公司 广州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财政扶持 2022/12/29 现金 320,000.00 

上海定向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广州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财政扶持 2022/12/29 现金 470,000.00 

海南视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生态智慧新城集团 财政扶持 2022/12/29 现金 6,000,000.00 

其他零星补贴     2,597,246.09 

合计 -- -- -- -- 671,806,669.85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

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

补助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

累计人民币 671,806,669.85 元均属于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本期直接

计入其他收益。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预计会增加公司 2022 年度利润。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仍须以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