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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13  证券简称：农发种业  公告编号：临 2023-008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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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2022 年 11-12 月期间，公司所属子公司----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北种子”）、中垦锦绣华农武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绣华农”）、

山西潞玉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潞玉”）、山东中农天泰种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东中农天泰”）、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

土地”）、中农发河南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农化”）获得了相关政府补

助款项共计 2,148.78万元，现分项说明如下：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1、湖北种子及其所属公司 

（1）2022 年 11 月，武汉市洪山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发布《关于洪

山区 2022 年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的公示》；根据该《公示》，湖北

种子所属湖北鄂科华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科华泰”）于 2022 年

11月收到“流动资金贷款贴息”9.14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2）2022 年 7 月，湖北省科学技术厅发布《省科技厅关于 2022 年湖北省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拟立项项目的公示》；根据该《公示》，湖北种子于 2022

年 12月收到“中国-莫桑比克陆稻芝麻联合研发与示范推广”专项资金 50万元，

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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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年 7 月，湖北省科学技术厅发布《关于基础研究平台绩效考核结

果及实验动物研究领域评审结果的公示》；根据该《公示》，湖北种子于 2022

年 12月收到“湖北省农作物种质自然科技资源库”考核奖励资金 50 万元，已记

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4）2022 年 12 月，湖北种子收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局拨付

的“省级龙头企业贷款贴息资金”124.34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5）2022 年 11 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局发布《东湖高新区

2022年度农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农业支持项目验收评审结果公示》；根据该《公

示》，湖北种子及其所属武汉庆发禾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发禾盛”）

于 2022 年 12月收到“农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农业支持项目”奖补资金合计 120

万元，均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6）2022 年 12 月，湖北种子收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财政和国资监管

局拨付的“科技保险”补贴资金 10.9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7）2022 年 12 月，湖北种子及其所属庆发禾盛收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财政和国资监管局拨付的“促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专项资金合计 13.65万元，

均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8）2022 年 11 月，武汉市洪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洪山区 2022

年农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 农业支持项目奖补资金的公示》；根据该《公示》，

湖北种子所属鄂科华泰于 2022 年 12 月收到“农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农业支持

项目”奖补资金 25 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9）2022 年 12 月，湖北种子所属庆发禾盛收到武汉市商务局拨付的“中

央外经贸项目”补贴资金 3.1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2、锦绣华农 

（1）2022 年 11 月，锦绣华农收到仙桃市科学技术协会拨付的“仙桃市彭

场镇特色生物育种及种养科普研学基地”项目经费 2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

科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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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年 9 月，湖北省科学技术厅与武汉市农业科学院签署《湖北省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任务书》，锦绣华农作为“中华沙塘鳢苗种繁育培育关键技术研

发”项目的参与单位；根据该《任务书》，锦绣华农于 2022 年 11 月收到上述项

目经费 15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3）2022年 9 月，锦绣华农向武汉市洪山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申报

“2021 年度洪山区支持企业创建国家、省、市科技创新平台奖励申请”，锦绣

华农于 2022年 12月收到该项资金 10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4）2022年 4 月，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与锦绣华农签署《水稻新品种

华香优 228轻简栽培与病虫防治展示示范协议》，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委托

锦绣华农开展优质高产新品种华香优 228的轻简栽培与病虫防治展示示范任务；

根据该《协议》，锦绣华农于 2022 年 12 月收到上述任务经费 2.25 万元，已记

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5）2022 年 11 月，武汉市洪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洪山区 2022

年农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 农业支持项目奖补资金的公示》；根据该《公示》，

锦绣华农于 2022 年 12 月收到“农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农业支持项目”奖补资

金 35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6）2022 年 12 月，锦绣华农收到仙桃市农业农村局拨付的“优质油菜生

产发展资金”18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7）2021 年 8 月，武汉市黄陂区农业农村局发布《黄陂区 2022 年市级农

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项目立项评审结果公示》，锦绣华农确定为黄陂区 2022 年

市级农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项目的其中一家实施单位。根据上述项目验收结果，

锦绣华农于 2022 年 12 月收到该项目补助资金 25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

目核算。 

（8）2022年 12月，湖北省科学技术厅下发《关于 2022年度省“科技创新

团队”拟立项项目清单公示的通知》，锦绣华农承担“抗病虫多基因聚合绿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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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稻的培育及应用科技创新团队”项目；根据该《通知》，锦绣华农于 2022 年

12月收到上述项目经费 30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3、山西潞玉 

（1）长治市上党区农业农村局于 2021 年下达《关于 2021 年度基层农技体

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山西潞玉种业农业“六新”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实施方案的

批复》（长上农发[2021]81 号）；根据该《批复》，山西潞玉于 2022年 11月收到

“山西省农业‘六新’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创建项目”财政资金 60 万元，已记入

“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2）2022 年 9 月，山西省农业农村厅下发《关于印发 2022 年部分省级乡

村振兴项目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晋农计财发[2022]32号）；根据该《通知》，

山西潞玉于 2022 年 11 月收到“2022 年支持龙头企业发展项目”贷款贴息资金

10.45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3）2022 年 4 月，长治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下发《关于印发 2022 年承担

山西省农作物品种试验及展示示范评价实施方案的通知》（长农技[2022]8 号）；

根据该《通知》，山西潞玉于 2022 年 11 月收到“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补助

资金 8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4）2020 年 8 月，长治市农业农村局下达《关于对<2020 年山西旱作高粱

产业集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长农发[2020]88 号）；根据该《批复》，

山西潞玉于 2022 年 11 月和 12 月收到“上党高粱产业提升项目”补助资金合计

502.5万元，均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5）2022 年 8 月，长治市农业农村局下发《关于下达 2022 年省级乡村振

兴资金安排计划及任务清单的通知》（长农计财发[2022]31号）；根据该《通知》，

山西潞玉于 2022 年 11 月收到“现代种业发展项目”专项资金 10 万元，已记入

“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6）2021年 9 月，中共长治市上党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长治市

上党区农业农村局、长治市上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治市上党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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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下发《关于印发长治市上党区 2021 年高素质农民培训持证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长上农组办发[2021]8 号）；根据该《通知》，山西潞玉于 2022 年 11 月

收到长治市上党区“高素质农民培育”补助资金 17 万元及“省级职业技能提升

培训”补助资金 22.5 万元，均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7）2022 年 9 月，长治市上党区农业农村局下达《关于 2022 年山西省高

粱病虫害绿色防控暨农药减量增效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长上农发[2022]43

号）；根据该《批复》，山西潞玉于 2022年 12月收到“高粱病虫害绿色防控暨农

药减量增效示范项目”补助资金 10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8）2021年 8 月，中共长治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长治市农业农

村局、长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治市财政局联合下发《关于印发长治市

2021 年高素质农民培训持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长农组办发[2021]11 号）；

根据该《通知》，山西潞玉于 2022 年 12 月收到长治市“高素质农民培育”补助

资金 16 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9）根据《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晋人社厅发[2022]37 号）

以及《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实施办法》（晋人

社厅发[2022]47号），山西潞玉于 2022年 12月收到“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资

金 2.55 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10）2022 年 6 月，长治市科学技术局、长治市财政局联合下发《关于印

发<长治市科技创新券实施细则>的通知》（长科发[2022]8号）；根据该《通知》，

山西潞玉于 2022 年 12 月收到“科技创新券”专项资金 10 万元，已记入“其他

收益”科目核算。 

（11）根据《山西种业创新良种联合攻关课题任务书》，山西潞玉承担“中

南部谷子新品种繁育示范及栽培技术研究”课题；根据该《任务书》，山西潞玉

收到上述课题项目经费 8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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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22 年 9 月，山西农业大学高粱研究所与山西潞玉签署《山西省酿

造高粱种业创新良种联合攻关任务协作协议书》，山西潞玉承担“长治市酿造高

粱良种示范推广”任务；根据该《任务书》，山西潞玉于 2022 年 11 月收到上述

项目经费 10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13）根据《山西种业创新良种联合攻关子课题任务书》，山西潞玉承担“玉

米新品种展示平台的建立及新品种选育”子课题；根据该《任务书》，山西潞玉

于 2022 年 12月收到上述子课题项目经费 7 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14）2022 年 11 月，黎城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下达《关于对 2022 年黎城

玉米制种基地县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黎农水呈[2022]28号）；根据该《批

复》，山西潞玉于 2022 年 12月收到“2022年黎城玉米制种基地县建设项目”补

助资金 400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15）2022 年 10 月，长治市农业农村局下达《关于对 2022 年省级有机旱

作农业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长农发[2022]75 号）；根据该《批复》，山西潞玉

于 2022 年 12月收到“黎城县玉米膜侧播种艺机一体化有机旱作科研示范基地建

设项目”补助资金 40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4、山东中农天泰 

（1）2021 年 12 月，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下发《关于印

发<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实施细则>的通知》（鲁组字[2021]60号）；根据该《通

知》，山东中农天泰于 2022年 11月收到“泰山产业创新领军人才”项目经费 35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山东中农天泰于 2022年 12月收到“2022

年度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10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2）2022年 7 月，临沂市财政局、临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下发《关

于下达 2022 年市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人才引领型企业和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奖

励）预算指标的通知》（临财建指[2022]64号）；根据该《通知》，山东中农天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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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2 年 12月收到“市级人才发展（人才引领型企业奖励）”专项资金 10万元，

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3）2022年 12月，山东省种子管理总站与山东中农天泰签署《采购合同》，

山东中农天泰承担救灾备荒种子储备服务；根据该《合同》，山东中农天泰于 2022

年 12月收到“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补助资金共计 79.6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

科目核算。 

5、江苏金土地及其所属公司 

（1）2022 年 11 月，江苏金土地收到扬州市邗江区新盛街道办事处财政所

国库集中收付中心拨付的“明月湖科创十条”奖补资金 10 万元，已记入“营业

外收入”科目核算。 

（2）2022 年 11 月，江苏金土地收到扬州市江都区财政零余额专户拨付的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4.69万元，已记入“营业外收入”科目核算。 

（3）2022年 9 月，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下发《关于下达

2022年度第三批省对市县专项转移支付预算资金的通知》（苏财农[2022]83号、

苏农计[2022]27 号）；根据该《通知》，江苏金土地于 2022 年 11 月收到“省

级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种业振兴揭榜挂帅）”专项补助资金 30 万元，已记入

“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4）2022年 7 月，扬州市财政局、扬州市科学技术局联合下发《关于下达

2022 年省科技相关专项资金（第一批）的通知》（扬财教[2022]71 号）；根据该

《通知》，江苏金土地于 2022年 12月收到“稻麦新品种扬麦 23、扬辐麦 8号和

扬粳 3012 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专项资金 200 万元，其中：记入“其他收益”

科目 103.93 万元，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96.07万元。 

（5）2022年 3 月，江苏省种子管理站与江苏金土地签署《江苏省政府采购

合同》，江苏金土地承担 2022年度江苏省省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务；根据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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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江苏金土地于 2022年 12月收到“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补助资金 35万元，

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6）2022年 6 月，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科学技术厅联合下发《关于下达

2022年度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创新支撑计划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苏财教

[2022]79 号）；根据该《通知》，江苏金土地于 2022 年 12 月收到“2022 年度省

科技计划（创新支撑计划乡村产业振兴）--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项目”专项资金

30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7）2022 年 12 月，江苏金土地收到高邮市农业农村局拨付的“农机购置

补贴资金”11.3万元，已记入“营业外收入”科目核算。 

（8）2022 年 12 月，江苏金土地收到扬州市邗江区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中心

拨付的“企业二等功”奖励资金 1.6万元，已记入“营业外收入”科目核算。 

（9）2022年 8 月，兴化市财政局、兴化市科学技术局联合下发《关于下达

2021年度第二批企业科技创新积分奖励资金的通知》（兴财工贸[2022]8 号）；

根据该《通知》，江苏金土地所属泰州金扬种业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2 月收到“兴

化市 2021 年度第一批科技创新积分奖励资金”8 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

目核算。 

6、河南农化及其所属公司 

（1）2022年 5 月，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聊城市财政局、国家税

务总局聊城市税务局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实

施意见》（聊人社字[2022]24 号）；根据该《实施意见》，河南农化所属山东

莘县颖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颖泰”）于 2022年 12月收到“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补贴资金 2.57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2）2022年 9 月，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聊城市教育和体育局、

聊城市财政局联合下发《关于落实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和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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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聊人社字[2022]32 号）；根据该《通知》，山东颖泰于 2022 年 12 月

收到“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资金 3.65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湖北种子及其所属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款共计 406.13万元，已全部记入

“其他收益”科目。 

2、锦绣华农收到政府补助款共计 137.25 万元，已全部记入“递延收益”科

目。 

3、山西潞玉收到政府补助款 1,134万元，其中：记入“其他收益”科目 191.5

万元，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942.5万元。 

4、山东中农天泰收到政府补助款 134.6 万元，其中：记入“其他收益”科

目 99.6 万元，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35万元。 

5、江苏金土地收到政府补助款共计 330.59 万元，其中：记入“其他收益”

科目 168.93 万元，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134.07 万元，记入“营业外收入”科

目 27.59 万元。 

6、河南农化收到政府补助款共计 6.22 万元，已全部记入“其他收益”科目。 

 

公司有关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最终仍须以审计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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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