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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999          股票简称：出版传媒          编号：临 2021-001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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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四季度，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及所属公司收到辽宁省财政厅等机构下发的政府补助合

计 13,040,514.79元，已全部划拨到公司账户。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依据文件 金额 

辽海出版社分

公司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财政厅辽财教〔2020〕15 号 359,500.00 

精品图书扶持经费 辽宁省委宣传部通知 75,000.00 

《八旗文献集成第三辑》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80,000.00 

春风文艺出版

社有限责任公

司 

精品图书扶持经费 国家出版基金办〔2018〕10号 100,000.00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财政厅辽财教〔2020〕15 号 300,400.00 

丝路书香工程 
丝路书香工程项目资助协议〔2020

年度〕 
67,816.51 

精品图书扶持经费 辽宁省委宣传部通知 190,000.00 

“原动力”中国原创动漫

出版扶持资金 

“原动力”中国原创动漫出版扶持

计划扶持资金拨付协议书 
110,091.74 

辽宁科学技术

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 

开拓国际市场补助 

沈阳市商务局《关于拨付 2019 年外

经贸项目（全面开放资金国际市场

开拓）专项资金的通知》 

288,000.00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财政厅辽财教〔2020〕15 号 478,000.00 

辽宁人民出版

社有限公司 

《白鹤楼校笺批注》 古办〔2020〕41 号 60,000.00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财政厅辽财教〔2020〕15 号 404,400.00 

精品图书扶持经费 辽宁省委宣传部通知 35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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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教育出版

社有限责任公

司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财政厅辽财教〔2020〕15 号 339,700.00 

万卷出版有限

责任公司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财政厅辽财教〔2020〕15 号 94,200.00 

辽宁少年儿童

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 

精品图书扶持经费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50,000.00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财政厅辽财教〔2020〕15 号 332,500.00 

精品图书扶持经费 辽宁省委宣传部通知 35,000.00 

辽宁美术出版

社有限责任公

司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财政厅辽财教〔2020）15 号 227,800.00 

精品图书扶持经费 辽宁省委宣传部通知 235,000.00 

重点翻译项目资助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丝路书香

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协议书 
162,000.00 

精品图书扶持经费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720,000.00 

精品图书扶持经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9WYXB0006 140,000.00 

稳岗补贴 辽就〔2020〕13 号 60,486.76 

以工代训补贴 辽人社〔2020〕12 号 52,400.00 

辽宁民族出版

社有限公司 

民文出版补助 辽财指教〔2020〕8031 号、8032号 4,350,000.00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财政厅辽财教〔2020）15 号 163,500.00 

北方出版传媒

（上海）有限公

司 

“美猴王+”项目扶持款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 280,000.00 

高新技术企业补助 吴财科〔2020〕50 号 50,000.00 

高新技术企业补助 吴财科〔2020〕59 号、54号 100,000.00 

西游文化产业融合项目扶

持款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及创意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 
310,000.00 

以工代训补贴款 人社厅 500.00 

北方国家版权

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 

版权交易平台开发项目 
大连市《关于做好 2019 年度文化产

业发展转账资金拨付工作的通知》 
650,000.00 

“四个一批”人才培养项

目 
辽宁省委宣传部 20,000.00 

培训补贴 大连市金普新区 55,400.00 

辽宁北方出版

物配送有限公

司 

稳岗补贴 

沈人社局《关于实施失业保险援企

稳岗“护航行动”进一步落实稳岗

补贴政策的通知》 

104,427.71 

辽宁印刷物资

有限责任公司 
稳岗补贴 沈人社〔2020〕18 号 953.62 

辽宁金浦文化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大人社〔2020〕41 号 3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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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辽就〔2020〕13 号 1,259.26 

辽宁鼎籍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 
以工代训补贴款 辽人社〔2020〕12 号 10,400.00 

新华书店北方

图书城有限公

司 

以工代训补贴款 丹人社发〔2020〕83 号 312,870.00 

培训补贴 
阜人社〔2020〕11 号/大人社〔2020〕

41 号/本人社〔2020〕11 号 
59,100.00 

稳岗补助 

本人社〔2019〕38 号/大人社〔2017〕

163 号、258 号/葫人社〔2020〕4

号 

49,001.74 

旅游厕所专项经费 鞍东财指预〔2020〕448 号 36,000.00 

营销补贴 抚商务发〔2020〕61 号 31,700.00 

辽宁票据印务

有限公司 
沈阳市企业上云项目 

沈开委办〔2018〕43 号/沈政办

〔2018〕124 号 
1,000,000.00 

辽宁省出版发

行有限责任公

司 

稳岗补贴 大政〔2019〕10 号、〔2020〕18 号 9,334.10 

辽宁新华印务

有限公司 
稳岗补助 辽就〔2020〕13 号 41,459.00 

辽宁省内市县

教材发行公司 

稳岗返还 

盘就办〔2020）1 号/铁市人〔2018〕

99 号/葫人社〔2020〕14 号/铁市人

社〔2020〕74 号 

36,368.80 

税收返还 
昌税通〔2020〕224 号/国税总局

2020 年 4 号/财税〔2016〕12 号 
2,843.25 

以工代训补贴款 
葫人社〔2020〕115号/本人社〔2020〕

42 号 
9,400.00 

保险退费 本医保〔2020〕15 号 702.30 

培训补贴 本人社〔2020〕11 号 1,200.00 

合计     13,040,5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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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政府补助

13,040,514.79 元均为收益类补助，预计将增加 2020 年度损益

3,105,863.38 元。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请以审计机

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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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1 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