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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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6月 30日至 2020年 11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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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51,40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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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宣传文化发展项目 23,108,400.00 财政部 

2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351,797.64 
北京市东城区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中心 

3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新中国 70年 70部长篇小说典

藏 
4,32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管理规划

办公室 

4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增值税退税 13,649,366.21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5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

限公司 
扶持资金发放 312,700.00 上海市青浦区财政局 

6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

限公司 

2020 上海促进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扶持资金 
150,000.00 上海市委宣传部 

7 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334,017.5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

推广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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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000.00 中宣部出版局 

9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海峡两岸原创网络文学运营

项目 

500,000.00 财政部 

10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中版集团内容数据化生产及

产品孵化平台 
2,010,000.00 财政部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

公司 
出版经费 1,171,200.00 财政部 



1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

公司 
其他新闻出版与传媒支出 7,803,100.00 财政部 

1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

公司 
CBI 项目翻译资助 144,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1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

公司 

2020 年丝路书香项目翻译资

助费首付款 
247,360.00 中宣部办公厅 

1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

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中国儿童太空

百科全书——中国航天》项目 
11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

办公室 

1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

公司 

北京典籍与经典老唱片数字

项目 
550,000.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1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

公司 

2020 年北京提升出版业国际

传播能力奖励扶持项目 
707,000.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1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

公司 

北京市科协科普创作出版资

金资助 
60,000.00 北京科普发展中心 

19 
《百科知识》杂志社有限公

司 
增值税退税 86,501.74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20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公司 
新时代中国交响作品原创精

粹 
40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

办公室 

21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公司 增值税退税 7,541,797.16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22 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 
《微观金融史：一个银行职员

的档案寻踪（1921-1942）》 
80,000.00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

进领导小组办公室 

23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有限公

司 

2020 年北京提升出版业国际

传播能力奖励扶持项目 
196,000.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24 新华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新型师徒制专项补贴 100,000.00 
北京市顺义区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心 

25 新华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5G 时代智能出版研究 2,760,000.00 财政部 

2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有限公司 
外译项目 205,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办公室 

27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有限公司 
项目资助 907,700.00 中宣部办公厅 

2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有限公司 
项目资助 1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

办公室 

2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上海）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贴 13,302.00 

上海虹口区就业促进中

心 

30 
三联时空国际文化传播（北

京）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费返还 4,632.27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31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费返还 180,168.00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32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增值税先征后退 1,142,161.67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33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费返还 318,653.09 
北京市东城区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中心 

34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35,129.38 
北京市东城区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中心 



35 中版教材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74,725.68 
北京市西城区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中心 

36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法蕴漂移：《心经》的哲学、

艺术与文学等著作 
2,090,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办公室 

37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海上丝路世界百年稀见历史

影像修复与考订 
77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

办公室 

38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中国道路与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英文版）、吃货辞典（日

文版） 

308,000.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39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国家相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

家国记忆（典藏版）、一生一

事：顾方舟口述史 

2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

办公室 

40 
商务印书馆（福州）文化有

限公司 

商务印书馆展馆运营项目补

贴 
2,178,217.82 福州共青团 

41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2019 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

划翻译资助首拨款 
772,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42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

专项经费 
2,005,500.00 中宣部办公厅 

43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760,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办公室 

44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经费 
182,000.0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办公室 

45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2016-2017年度古籍整理出版

专项资助项目尾款 
180,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46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2020 年北京市提升出版业国

际传播力奖励 
411,000.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47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民国线装图书总目等 6,340,000.00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

办公室 

48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丝路书香工程 96,000.00 中宣部办公厅 

49 
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

限公司 

雕刻刀下最浓的京味儿——

老北京年画 
63,000.00 北京市委宣传部 

50 现代出版社有限公司 
新世纪中华民族音乐理论书

刊出版研究-课题经费 
50,000.00 中宣部 

51 现代出版社有限公司 增值税退税 694,017.22 财政部北京监管局 

52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185,804.68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53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企业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390,000.00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54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国新办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

划首款 
1,127,150.00 中宣部办公厅 

  合计 88,951,4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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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51,4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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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