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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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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 2018 年 10 月 19日至 2019 年 1 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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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59,027.81元，现将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收入公告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获补助单位名称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发放主体 

1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

公司 

供暖补助 1,650.00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

理委员会 

2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

公司 

2017 年度增值税退税 5,023,262.46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 

3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

公司 

《封神演义考论》 77,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 

4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

公司 

全国哲学规划办成果文

库 

315,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 

5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

实业有限公司 

扶持资金发放 230,500.00 上海市青浦区财政局 

6 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

公司 

2017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

项目《韩美林艺术大系》 

56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7 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

公司 

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奖金 

40,00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8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

限公司 

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

奖励项目 

480,000.00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有限公司 

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

《中国历史百科》 

63,00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10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有限公司 

图书版权输出奖励 10,000.00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有限公司 

2018 年丝路书香工程重

点翻译资助项目 

2,540,16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1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有限公司 

出版经费 493,900.00 财政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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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9,362.01 财政部 

1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有限公司 

出版经费 1,877,519.00 财政部 

1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有限公司 

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 300,000.00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1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有限公司 

2015 年基金项目中印经

典和当代作品互译 

26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1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有限公司 

优秀原创动漫作品版权

开发奖励计划 

45,000.00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1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有限公司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项目 

218,000.00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19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

公司 

期刊资助款 400,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 

20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

公司 

音像作品补助款 380,000.00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21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

公司 

2017 年度增值税退税 7,053,023.04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 

22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社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增值税退税 36,328.53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 

23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有限公司 

中国人大与外国议会比

较研究 

4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24 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荣归：香港回归的前前

后后》 

5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25 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讲述西藏》 1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26 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鲁迅传（3 卷）》 7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27 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别样的青春-大学生村

官张广秀纪实》 

1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28 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当代中国社会大事典

（1978-2015）》 

7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29 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增值税退税 21,417.02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 

30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

司 

孚王府消防工程项目 12,960,000.00 财政部 

31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 

2017 年度增值税退税 359,003.27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 

3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有限公司 

国家版权输出奖励资金 88,000.00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3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有限公司 

供暖补贴 56,550.00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委

员会 



3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有限公司 

经典中国项目资助 1,685,81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3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有限公司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翻译资助 

145,850.00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3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有限公司 

“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

译资助项目 

62,80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37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有限公司 

提前供暖补贴 1,564.00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委

员会 

3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有限公司 

2018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

计划 

273,200.00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39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

司 

2017 年度增值税退税 412,967.50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 

40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

司 

2017 年度增值税退税 1,173,182.57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 

41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有

限公司 

实体书店奖励资金 1,500,000.00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42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

集：1653～1965 

2,30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43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全国哲学规划办成果文

库 

308,7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 

44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

华战犯笔供选编》 

1,00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45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 2018

年 

1,486,10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46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项目 56,00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47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项目资助 

24,000.00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48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社科后期资助项目 557,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 

49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课题经费 100,00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50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2014年-2017年古籍整理

出版资助 

597,000.0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51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近代蒙古文献大系》 87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52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民国时期出版物》 88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53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

三、四、五辑）》 

2,47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

公室 

54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文库 

65,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 

55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项目资助 

656,000.00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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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59,0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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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月 15 日       

 

 

56 古联（北京）数字传媒

科技有限公司 

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 80,000.00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57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

司 

稳岗补贴 71,278.41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

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58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广电总局 2018 年丝路书

香项目 

837,900.00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59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国新办中国报告英文版

（第二辑） 

650,000.00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60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翻译资助 

976,000.00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 —— 合计 
62,959,027.8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