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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

收到“基于 5G 的车路协同车联网大规模验证与应用项目”政府补助款 5000 万元，

公司为此项目课题的牵头单位，联合外部企事业单位合作研究。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本次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 2020 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宽带网络和 5G领域）项目的复函》（发改科技〔2020〕841号）及《国家发展改

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下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宽带网络和 5G 领域）2021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发改投资〔2021〕427号），公司牵头报送的“基

于 5G 的车路协同车联网大规模验证与应用”项目得到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同意批复，补助 5,000万元用于此项目的投资建设，截至目前款

项已收到。本项目建设内容为：制定车路协同大规模测试验证数据开放规范，对大

规模测试数据进行规范和分析，构建测试数据库。制定车路协同 C-V2X 相关标准，

为后续车路协同大规模应用奠定基础。 

公司为此项目课题的牵头单位，联合外部企事业单位合作研究。公司主要承担

C-V2X模组、设备的产品研发，路侧智能系统的集成开发，并对大规模测试数据进

行收集和分析，组织车路协同应用的落地示范。 

二、截至目前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情况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前一交易日累

计收到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 6,702.20 万元（未经审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获得补

助的主

体 

获得补助的

原因或项目 
 补助金额  补助依据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是否

具有

可持

续性 

1 

公司及

合并报

表范围

内子企

业 

社保减免 
           

1,538,927.89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11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2 软件退税 
              

788,089.0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

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3 
知识产权资

助金 

                

17,500.00  

《北京市专利资助金管理办法》（京

知局〔2014〕178 号）、《北京市专

利资助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京

知局〔2017〕351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4 稳岗补贴 
              

129,764.62  
锡人社发〔2020〕20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5 
政府装修补

贴 

                

36,860.52  

GHCQYB2008101 重庆智能网联中心

项目合同（变更）-补充合同 
与收益相关 否 

6 
政府运营奖

励 

           

1,200,000.00  

GHCQYB2008101 重庆智能网联中心

项目合同（变更）-补充合同 
与收益相关 否 

7 

福州可信高

能实验室政

府补助 

              

411,636.78  
  与收益相关 否 

8 
教育费附加

减免 

                     

176.62  
财税[2019]013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9 专利资助金 
                  

9,000.00  
关于申报专利资助金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否 

10 
代扣代缴手

续费 

                  

1,271.68  

财政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关于进一

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

理的通知 财行[2019]11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11 

南京徐庄高

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2019

年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 

                

54,000.00  
2019 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与收益相关 否 

12 

苏州高铁新

城奖励扶持

资金 

           

2,000,000.00  
苏州高铁新城管委会合作协议 与收益相关 否 

13 建设补助 
           

5,631,600.00  
杭州公司投资协议 与收益相关 否 

14 培训补贴 
                

70,000.00  
京人社能字〔2020〕47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15 奖励、扶持               项目投资协议书-惠山园区 与收益相关 否 



资金 616,381.48  

16 
岗前培训补

贴 

                     

300.00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落实企业新录用

职工岗前培训补贴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否 

17 
专业技能培

训补贴 

                

43,000.00  

惠开人才办〔2021〕2 号 关于兑付

开发区人才政策明细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否 

18 
奖励、扶持

资金 

           

1,860,000.00  
2020 年惠山区现代产业资金 与收益相关 否 

19 
企业研发费

用投入 

              

441,200.00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

促进创新创业创造办法及实施细

则》（武经开〔2019〕33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20 
一次性吸纳

补贴 

                  

6,000.00  

《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全力以赴做好稳就业工作若干措施

的通知》（鄂政办发〔2020〕10 号）、

市人社局《关于做好一次性吸纳就

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和《武汉

开发区（汉南区）关于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做好高校毕业生留汉就

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方案》（武经开

办〔2020〕18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21 
企业专项经

费 

              

100,000.00  

《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实施科技人员

服务企业专项行动·湖北专项的通

知》（国科办智〔2020〕94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22 
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补贴 

                

50,000.00  

《武汉市科技计划体系》（武科计

〔2018〕60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23 
以工代训补

贴 

                

78,500.00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

展“以工代训百日攻坚行动”的通知》

的通知（武人社函﹝2020﹞66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24 
知识产权奖

励 

                

10,000.00  

《武汉开发区管委会  汉南区人民

政府关于调整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

发展办法部分条款内容的通知》

〔2019〕53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25 
服务企业扩

大规模奖励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否 

26 贷款利息 
              

163,381.17  
汉口银行纾困贷款政策 与收益相关 否 

27 房租返还 
              

635,770.89  
办公区租赁合同 与收益相关 否 

28 
物联网应用

场景验证 

           

1,028,600.00  
物联网应用场景验证---任务书 与收益相关 否 

29 

基于5G的车

路协同车联

网大规模验

证与应用 

         

50,000,000.00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 2020 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宽带网络和 5G 领域）项目的复函

（发改高技（2020）841 号）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否

（注

1） 

合 67,021,960.67  



计 

上述补助均以现金形式获得。 

注 1：基于 5G 的车路协同车联网大规模验证与应用项目的补助款为 5,000 万

元，此笔款项中归属于高鸿公司的课题经费具体金额后续视项目研究进展而定，目

前归属于高鸿公司的经费中的 2,201,855.74元在收到当期计入 “其他收益”科目，

预计不超过 10,528,144.26 元待后续公司各年逐步投入后确认计入“其他收益”科

目, 剩余金额跟资产投入相关，待后续项目验收通过后将计入“递延收益”，按摊

销年限摊销结转至 “其他收益”科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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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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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若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

关成本费用。 

上述 1-29项补助中 17,378,564.35元公司在收到当期计入“其他收益”和“营

业外收入”科目，816,652.06 元公司在收到当期冲减“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第 28 项补助——物联网应用场景验证的补助款为 1,028,600.00元，该项目执

行期限为 2020 年 10 月 至 2023 年 09 月，预计 1,028,600.00 元待后续公司逐

步投入后确认计入“其他收益”科目。 

第29项补助——基于5G的车路协同车联网大规模验证与应用项目的补助款为

50,000,000.00 元，归属于公司的课题经费具体金额后续视项目研究进展而定，目

前归属于高鸿公司的经费中的 2,201,855.74元在收到当期计入 “其他收益”科目，



不超过 10,528,144.26 元待后续公司各年逐步投入后确认计入“其他收益”科目, 

剩余金额跟资产投入相关，待后续项目验收通过后将计入“递延收益”，按摊销年

限摊销结转至 “其他收益”科目。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将上述政府补助已

计入其他收益的金额为人民币 6,105,539.21 元，计入营业外收入的金额为人民币

11,273,025.14 元，冲减费用的金额为人民币 816,652.06 元，对公司利润影响为

18,195,216.41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合理合规地使用政府补助资金，

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使用。 

政府补助具体的会计处理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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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1.政府补助依据文件； 

2.收款凭证。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09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