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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部分子公司近期收到各项政

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 1,458.05 万元，相关资金已全部到账。具体信息公告如下： 

一、 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1、 收到政府补助的相关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奥飞动漫文化发展(广州)有限公司、奥飞影业（上海）有限公司、奥飞影

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四月星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东莞奥迪贝

乐童车有限公司、东莞金旺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广东奥迪动漫玩具有限公

司、广东奥飞实业有限公司、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州奥飞

动漫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奥飞动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汕头奥迪玩具

有限公司、广州奥飞婴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震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天津仙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香港奥飞娱乐有限公司、香港奥飞婴童玩具

有限公司、广州贝肯文化有限公司、广州狼烟知产技术有限公司、Baby 

Trend, Inc.  

广州麟游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位面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广州戏胞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广州卓游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上海掌致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壹沙（北京）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广东奥

飞主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Funny Flux CO., Ltd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获得政府补助的相关信息 

序号 项目 获得补贴时间 来款单位 补贴金额（元） 政策依据 
补助 

形式 

是否与日常

经营相关 

是否具有

可持续性 

1 园区产业扶持专项资金项目 2020年 6月 静安区财政局     40,000.00  静商委发〔2016〕52号 现金 是 否 

2 东莞港集装箱码头发展扶持资金 2020年 6月 
东莞市财政局滨海湾分局暂

收款账户 
    36,400.00  东商务[2019]74号 现金 是 否 

3 
2019年度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保

护领域拟资助 
2020年 6月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00,000.00  深市监规〔2019〕10号 现金 是 否 

4 三代手续费返还 2020年 6月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朝阳区

税务局劲松税务所 
     5,875.05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5 三代手续费返还 2020年 6月 
国家金库广州市天河区代理

支库 
       250.45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6 失业稳岗返还 2020年 6月 
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 
     6,870.81  京人社就字〔2020〕33号 现金 是 否 

7 稳岗补贴 2020年 6月 
广州智唯易才企业管理顾问

有限公司 
    36,249.53  粤府办〔2020〕8号 现金 是 否 

8 保就业计划补贴 2020年 6月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4,751.17  
「保就业」计划申请编号 

ESS-31UO22 
现金 是 否 

9 三代手续费返还 
2020年 6月至 7

月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前海税

务局 
       419.36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10 稳岗补贴 
2020年 6月至 7

月 

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84,022.04  粤府办〔2020〕8号 现金 是 否 

11 三代手续费返还 2020年 7月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东城税

务局 
     9,703.39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12 三代手续费返还 2020年 7月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天河区

税务局 
       819.62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13 三代手续费返还 2020年 7月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石景山

税务局 
    22,465.30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14 失业稳岗返还 2020年 7月 北京市东城区社会保险基金      7,782.86  京人社就字〔2020〕33号 现金 是 否 



管理中心 

15 2020年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 2020年 7月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100,000.00  粤财科教〔2020〕91号 现金 是 否 

16 COVID的商业合作伙伴计划项目 2020年 7月 COUNTY OF SAN BERNARDINO     17,569.75  
 COVID的商业合作伙伴计

划  
现金 是 否 

17 三代手续费返还 2020年 7月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东城区

税务局 
     3,432.86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18 保就业计划补贴 2020年 7月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4,632.64  
「保就业」计划申请编号 

ESS-766L9M 
现金 是 否 

19 
企业职工线上适岗职业技能培训

补贴 

2020年 7月至 8

月 

汕头市澄海区国库支付管理

办公室 
   629,000.00  汕人社函〔2020〕24号 现金 是 否 

20 失业稳岗返还 2020年 8月 广东建行社保大集中代发户      5,509.39  粤府办〔2020〕12号 现金 是 否 

21 
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电费补贴 20% 
2020年 8月 汕头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59,776.72  汕府办〔2020〕4号 非现金 是 否 

22 
2020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专项资金 
2020年 8月 

汕头市澄海区国库支付管理

办公室 
   250,000.00  

关于开展 2019年工业企业

上云上平台服务券申领工

作的通知 

现金 是 否 

23 2020年科技金融普惠补助 2020年 8月 广州市财政局国库支付分局     11,300.00  穗科规字[2019]3号 现金 是 否 

24 
2017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通过

奖励 
2020年 8月 广州市财政局国库支付分局    400,000.00  穗科创规字〔2017〕3号 现金 是 否 

25 即征即退税款 
2020年 8月至 9

月 
广州市海珠区税务局    290,578.94  财税〔2011〕100号 现金 是 否 

26 
广东省企业情况综合平台信息填

报补助 
2020年 9月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100.00  

关于报送 2020年 6 -10月

广东省企业情况综合平台

信息填报有关情况的通知 

现金 是 否 

27 疫情接受治疗、隔离职工工资补贴 2020年 9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729.00  汕人社〔2020〕31号 现金 是 否 

28 2019年澄海区奖励出口大户企业 2020年 9月 
汕头市澄海区国库支付管理

办公室 
    80,000.00  

汕澄府[2018]35号，汕澄府

[2019]2号 
现金 是 否 

29 2019年度经营贡献奖 2020年 9月 
广州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

付中心 
   350,000.00  穗开投促函〔2020〕1545 号 现金 是 否 

30 保就业计划补贴 2020年 9月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3,794.56  「保就业」计划申请编号 现金 是 否 



ESS-31UO22 

31 保就业计划补贴 2020年 9月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3,863.41  
「保就业」计划申请编号 

ESS-766L9M 
现金 是 否 

32 高管人才奖励（小升规） 2020年 10月 
广州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

付中心 
   100,000.00  穗开商务规字〔2019〕3 号 现金 是 否 

33 版权登记资助费 2020年 10月 广州市版权保护中心     32,210.00  穗版规字[2020]1号 现金 是 否 

34 
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电费补贴 20% 
2020年 10月 汕头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74,550.23  汕府办〔2020〕4号 非现金 是 否 

35 失业稳岗返还 2020年 10月 广东建行社保大集中代发户      5,509.39  粤府办〔2020〕12号 现金 是 否 

36 培训补贴 
2020年 10月至

11月 

上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1,800.00  沪人社职〔2020〕49号 现金 是 否 

37 新招用员工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2020年 10月至

12月 
东莞市财政局清溪分局    350,000.00  东人社发[2020]8号 现金 是 否 

38 
2020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促进对外投资） 
2020年 11月 

汕头市澄海区国库支付管理

办公室 
   151,838.00  粤商务合函〔2020〕18号 现金 是 否 

39 2019年度优秀国产动画片 2020年 11月 广东省广播电视局    100,000.00  广电办发〔2020〕200号 现金 是 否 

40 
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电费补贴 20% 
2020年 11月 汕头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39,606.73  汕府办〔2020〕4号 非现金 是 否 

41 三代手续费返还 2020年 12月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     37,070.65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42 
市委宣传部 2019年“五个一工程

奖” 
2020年 12月 汕头市财政局      3,000.00  

2019年度汕头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文艺

奖）申报评选活动启事 

现金 是 否 

43 省级短期险保费扶持资金 2020年 12月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

分公司 
    96,235.93  粤商务贸函〔2020〕40 号 现金 是 否 

44 
2020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开拓重点市场事项） 
2020年 12月 东莞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12,195.00  粤商务贸函〔2020〕180 号 现金 是 否 

45 《贝肯熊 2金牌特工》宣发补贴 2020年 12月 
上海市国库收付中心零余额

专户 
   692,000.00  

促进上海电影发展专项资

金项目资助协议 
现金 是 否 

46 以工代训补贴 2020年 12月 
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22,000.00  粤人社规[2020]38号 现金 是 否 



47 以工代训补贴 2020年 12月 
汕头市澄海区国库支付管理

办公室 
 2,751,500.00  粤人社规[2020]38号 现金 是 否 

48 
广州动漫海外推广扶持计划项目

扶持补贴费 
2020年 12月 广州动漫行业协会     27,428.94  

关于广州动漫海外推广扶

持计划项目扶持补贴发放

工作的通知 

现金 是 否 

49 
2019年度发生研发费用企业落实

普惠性后补助 
2020年 12月 

汕头市澄海区国库支付管理

办公室 
   200,000.00  汕市澄财行[2020]101号 现金 是 否 

50 第五届广东专利优秀奖 2020年 12月 
汕头市澄海区国库支付管理

办公室 
    80,000.00  汕府[2020]57号 现金 是 否 

51 第二十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2020年 12月 
汕头市澄海区国库支付管理

办公室 
   160,000.00  汕府[2020]57号 现金 是 否 

52 2019-2020年专利授权资助 2020年 12月 
汕头市澄海区国库支付管理

办公室 
 1,224,575.00  汕府[2020]57号 现金 是 否 

53 三代手续费返还 2020年 12月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东城区

税务局 
     5,719.08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54 COVID的商业合作伙伴计划项目 2020年 12月 COUNTY OF SAN BERNARDINO     16,396.25  
 COVID的商业合作伙伴计

划  
现金 是 否 

55 高管人才奖励（小升规） 2020年 12月 
广州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

付中心 
   50,000.00  穗开商务规字〔2019〕3 号 现金 是 否 

56 贷款贴息补助 
2020年 5月至 12

月 
汕头市金融局  2,950,800.79  汕金函[2020]4号 现金 是 否 

57 优秀动漫升级补贴 
2020年 6月至 11

月 
KOCCA 韩国内容振兴院  1,994,003.00  

KOCCA _2020 萌鸡剧场版授

权支援事业协议书 
现金 是 否 

58 支持新媒体制作 
2020年 6月至 12

月 
SBA首尔产业通商振兴院    201,499.25  

首尔产业振兴院 2020 新

媒体内容制作营销支援项

目协约书 

现金 是 否 

59 CG使用项目制作支援项目 
2020年 8月至 12

月 
光州振兴院     53,705.69  

光州振兴院 2020 CG使用项

目制作支援项目协约书 
现金 是 否 

合计 14,580,540.78  —— 

注：上表中统计的政府补助中，非现金形式的补助均为电费减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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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15号）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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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中，汕头

市澄海区国库支付管理办公室支付的 25 万元“2020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为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其他政府补助 1,433.05 万元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规定，公司收到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

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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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上述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共 45.15 万元，

计入其他收益共 918.42 万元，计入抵减财务费用共 295.08 万元，计入抵减生产成本共 199.40

万元。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公司 2020年税前利润总额 1,226.89 万元。公司将根据相关

会计准则、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要求，合理合规地确认和使用政府补助资金，实现政府

补助资金的高效利用。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及通知；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