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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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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9 年 9 月 3 日至 2020 年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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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53,864.32元，现将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公告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获补贴单位名称 补贴项目 补贴金额 发放主体 

1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资助 278,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 

2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570,5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

室 

3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9年度增值税先征后退款 5,842,460.87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专员办

事处 

4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供暖补贴 88,843.02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

会 

5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宣部 2019 年度有声读物

精品出版工程资助费 
80,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6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东城区发改委 2019 年度经

济发展贡献奖 
290,000.00 

北京市东城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7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

有限公司 
扶持资金发放 810,200.00 上海市青浦区财政局 

8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

有限公司 
扶持资金发放 4,500.00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管理委

员会 

9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1,722,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

室 

10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城市流动性与智慧城市空间

组织 
18,000.00 

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委员会 



11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增值税返还 11,732,873.77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专员办

事处 

12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东城区“文菁计划”

行业领军企业奖励资金 
800,000.00 

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发展促进

中心 

13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东城区企业奖励资金 100,000.00 
北京市东城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14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增值税返还 12,405,230.15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专员办

事处 

15 北京涵芬楼书店有限公司 2019 年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425,741.36 北京市委宣传部 

16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增值税先征后返（2018年度） 666,324.88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专员办

事处 

17 
商印文津文化（北京）有限

责任公司 
《孙子注会要》专项资金 200,000.00 财政部 

18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 10,20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

室 

19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

项目 
41,400.00 中宣部办公厅 

20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新闻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点

实验室科研课题经费 
100,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21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经典中国项目资助 40,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22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318,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 

23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215,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

室 

24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

项目 
453,250.00 中宣部办公厅 

25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2019年度数字出版精品项目

资助 
240,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26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

才作品文库 
404,130.00 中宣部办公厅 

27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923,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

室 

28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增值税先征后退 3,786,409.46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专员办

事处 

29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2019年度企业失业保险费返

还（稳岗补贴） 
404,933.23 

北京市丰台区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 

30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2016-2019 年度古籍整理出

版专项资助项目尾款 
217,500.00 中宣部办公厅 

31 
北京灿然书屋有限责任公

司 

北京市 2019 年实体书店扶

持 
334,315.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3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

限公司 
出版经费 1,963,900.00 财政部 

3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 北京典籍与经典老唱片数字 600,000.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限公司 化出版项目 

3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

限公司 

2019年丝路书香出版工程项

目 
983,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3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

限公司 

中宣部 2019 年数字出版精

品遴选推荐计划项目资助款 
350,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3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

限公司 

“原动力”扶持计划-《写给

儿童的中华文化百科全书礼

仪》 

180,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3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

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1,52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

室 

3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

限公司 

北京宣传文件引导基金《中

医百科全书》立项资助 
150,000.00 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 

3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

限公司 
绿色印刷奖励款 36,422.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40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

限公司 
出版经费 15,380,000.00 财政部 

4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

限公司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项目—《中国社会生活变迁》

（波兰语）尾款 

27,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4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

限公司 
其他新闻出版电影支出 1,000,000.00 财政部 

4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

限公司 
失业保险返还 292,703.02 

北京市西城区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 

4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

限公司 
宣传文化引导基金 100,000.00 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 

45 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

出版工程 
1,116,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46 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优秀

青少年读物绿色印刷示范奖

励项目 

25,220.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47 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32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

室 

48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增值税退税 4,969,202.09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专员办

事处 

49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公司 文化名家四个一批 500,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5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有限公司 
供暖补贴 4,620.51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

会 

5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308,021.78 

北京市东城区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 

5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有限公司 
增值税退税 1,129,622.67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专员办

事处 

5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32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

室 



54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2019年度数字出版精品遴选

推荐计划 
240,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55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增值税先征后退 1,395,964.42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专员办

事处 

56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有限公

司 

2019年北京实体书店扶持资

金 
1,180,765.04 北京市委宣传部 

57 
三联韬奋书店（成都）有限

公司 
2019 年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299,300.00 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宣传部 

58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 100,000.00 
国际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

室 

59 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94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

室 

60 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8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

室 

61 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返还 51,543.39 
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 

62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有

限公司 
增值税先征后退 21,715.10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专员办

事处 

63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有限

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6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

室 

64 
北京法宣在线科技有限公

司 
增值税退税 123,253.44 海淀国库 

65 
北京人人律智能大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 

中关村示范区科技型小微企

业研发费用支持资金 
15,590.90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66 
北京人人律智能大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 
增值税退税 297,699.11 海淀国库 

67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56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

室 

68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增值税退税返还 287,177.54 

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专员办

事处 

69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17,009.85 
北京市东城区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 

7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稳岗补贴 41,349.62 

北京市东城区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 

71 现代出版社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97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

室 

72 新华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56,362.24 
北京市顺义区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73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107,199.86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

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74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残疾人稳岗补贴 20,610.00 北京市大兴区财政局 

- —— 合计 91,853,864.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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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53,86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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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6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