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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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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4 日，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及控股子公司 2018年度累计收到政府补助共计 27,673,389.89 元，具体

情况如下： 

序

号 
补助项目名称 金额 计入科目 文件号 

1 
2017 年合肥市事后奖补技术改造

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补助） 

   3,719,700.00  递延收益 
合政（2017）62 号 

   2,820,600.00  递延收益 

2 
2017 年合肥市自主创新政策专利

保险奖励 
       1,500.00  其他收益 合政（2017）62 号 

3 
2017 年合肥市自主创新政策专利

定额资助 
      30,000.00  其他收益 合政（2017）62 号 

4 
2017 年合肥市自主创新政策专利

质押贷款政策奖励 
     500,000.00  其他收益 合政（2017）62 号 

5 
2017 年省科技研发设备补助县区

承担资金 
      17,000.00  其他收益 合政（2017）62 号 

6 
2017 年省科技政策省科技重大专

项县区承担资金 
   1,150,000.00  递延收益 合政（2017）62 号 

7 第二批庐州英才资助      180,000.00  
营业外收

入 

合人才办（2016）2

号 

8 2017 年庐州创新团队资助      200,000.00  
营业外收

入 

合人才办（2016）3

号 

9 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90,480.00  其他收益 
皖人社发（2017）

37 号 

10 高层次人才奖补      150,000.00  
营业外收

入 

合经区管（2017）

67 号 

11 省技术创新中心专项    3,000,000.00  其他收益 皖发（2018）4 号 

12 
2016 年经开区促进科技创新政策

购置研发设备补助 
      43,300.00  其他收益 

合经区管（2016）

90 号 



13 省科技进步奖金 2016 年追加       30,000.00  其他收益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

第 220 号 

14 
2017 年度合肥市在站博士后研究

人员生活补助 
      40,000.00  其他收益 

合人社秘（2018）

87 号 

15 
经开区新型工业化政策市级工业

设计中心 
     100,000.00  其他收益 

合经区管（2017）

67 号 

16 高层次人才奖补      226,000.00  其他收益 
合经区管（2017）

67 号 

17 
2018 市自主创新政策当年发明授

权多件奖励 
     100,000.00  其他收益 合政（2017）62 号 

18 
2018 市自主创新政策专利定额资

助 
      20,000.00  其他收益 合政（2017）62 号 

19 
2017 年合肥市自主创新政策县区

配套资金 
      18,138.00  其他收益 合政（2017）62 号 

20 2018 千人万人百人配套资助      120,000.00  其他收益 合发（2017）17 号 

21 
主导制定国际、国家（行业）标准

企业奖补 
     500,000.00  其他收益 皖政（2017）53 号 

22 企业稳岗补贴      195,193.00  其他收益 
皖人社发（2017）

31 号 

23 博士后工作经费       30,000.00  
营业外收

入 

皖人社秘（2018）

357 号 

24 保险补贴       18,000.00  其他收益 皖政（2017）52 号 

25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奖励    1,000,000.00  其他收益 皖政（2017）52 号 

26 专利质押贷款补贴（安徽省）      200,000.00  其他收益 皖政（2017）52 号 

27 专利优秀奖奖励（安徽省）      200,000.00  其他收益 皖政（2017）52 号 

28 
省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重大专

项 
   1,500,000.00  递延收益 皖政（2017）52 号 

29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科技重大专项 
     641,000.00  递延收益 

产发函（2018）804

号 

30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科技重大专项 
     459,100.00  递延收益 

工信部装函（2018）

398 号 

31 企业岗前技能培训补助       12,000.00  其他收益 
合财社（2017）384

号 

32 收到桃花镇政府奖励       11,000.00  其他收益 桃委（2018）31 号 

33 企业人才补助       10,000.00  其他收益 桃委（2017）43 号 

34 扶持资金       26,852.00  其他收益 合政（2016）35 号 

35 
肥西县科技局 省科学技术奖奖励

资金（省级资金） 
      30,000.00  其他收益 财教（2018）400 号 

36 企业危害因素监测补贴        3,000.00  其他收益 桃政（2017）136 号 

37 企业岗前培训补助       18,880.00  其他收益 
合人社秘（2017）

175 号 



38 
肥西县经信委付 2017 年新型工业

化奖补资金 
     238,500.00  其他收益 肥政（2017）54 号 

39 
商务局付 2017 年度产业扶持政策

专项资金 
     198,859.00  其他收益 肥政（2017）54 号 

40 合工大的联合培养费       30,000.00  其他收益 
皖人社秘（2018）

357 号 

41 出口信用险保费补贴       67,000.00  其他收益 肥政（2017）54 号 

42 县市场监管局付安徽名牌奖励      200,000.00  其他收益 肥政（2017）54 号 

43 收到软件退税款（2017年 12月份）    1,307,348.88  其他收益 财税（2011）100 号 

44 收到软件退税款（2018 年 1月份）    1,060,815.04  其他收益 财税（2011）100 号 

45 收到软件退税款（2018 年 2月份）      634,427.43  其他收益 财税（2011）100 号 

46 收到软件退税款（2018 年 3月份）    1,177,111.31  其他收益 财税（2011）100 号 

47 收到软件退税款（2018 年 4月份）      721,530.56  其他收益 财税（2011）100 号 

48 收到软件退税款（2018 年 5月份）    1,131,485.09  其他收益 财税（2011）100 号 

49 收到软件退税款（2018 年 6月份）    1,211,793.36  其他收益 财税（2011）100 号 

50 收到软件退税款（2018 年 7月份）    1,120,056.71  其他收益 财税（2011）100 号 

51 收到软件退税款（2018 年 8月份）    1,162,719.51  其他收益 财税（2011）100 号 

合计   27,673,389.89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上

述政府补助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17,382,989.89元，计入当期损益；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10,290,400.00元，计入递延收益，将在相关项目完成验收

后按规定转入其他收益。 

上述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 2018 年度损益及资产的影响最终以会计

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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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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