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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1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公告编号：临 2020-041 

 

阳煤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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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4月 29 日至 2020年 10月 9日，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获得政府补助 65,935,695.06 元，其中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 52,443,298.35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的 10.01%；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3,492,396.71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25%。具体情况如下（5 万元以上单列，5 万

元以下合并计入其他）：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序

号 
收款单位 金额（元） 获得时间 补助依据 项目 

与收益/

资产相

关 

1 平原化工 1,949,941.00 2020.5.22 平价发（2012）31 号 蒸汽补贴 收益 

2 阳煤化机 266,140.00 2020.5.26 无 稳岗补贴 收益 

3 丰喜集团 508,716.87 2020.5.27 财税（2016）52 号 退税收入 收益 

4 阳煤化机 8,670,000.00 2020.5.29 无 

大型高参数洁净煤

化工装备智能制造

项目 

收益 

5 阳煤化机 2,510,000.00 2020.5.29 无 研发费加计扣除 收益 

6 丰喜集团 1,000,000.00 2020.6.15 运开财建【2020】4 号 
2020年山西省技术

改造项目资金 
收益 

7 丰喜集团 1,050,000.00 2020.6.17 运财资环【2020】27 号 
2020年中央大气污

染防治专项资金 
收益 

8 深州化工 138,131.94 2020.6.22 无 失业稳岗返还 收益 

9 丰喜集团 410,204.31 2020.6.24 抵通字（2020）第 3 号 减免税收入 收益 

10 丰喜集团 457,806.69 2020.6.29 财税（2016）52 号 退税收入 收益 

11 阳煤化机 50,000.00 2020.6.29 无 新兴产业人才奖励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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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收款单位 金额（元） 获得时间 补助依据 项目 

与收益/

资产相

关 

12 正元集团 200,000.00 2020.7.1 石财教（2020）16 号 
科技创新和科学普

及专项资金 
收益 

13 恒通化工 820,000.00 2020.7.8 临财金〔2020〕15 号 财政贴息 收益 

14 丰喜集团 1,008,533.10 2020.7.9 临税函(2020)7 号 减免税收入 收益 

15 丰喜集团 136,854.23 2020.7.9 临税函(2020)7 号 减免税收入 收益 

16 丰喜集团 2,960,000.00 2020.7.14 无 
中央重要物资储备

贴息 
收益 

17 正元集团 8,400,000.00 2020.7.14 

石家庄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 2019 年淘汰落

后火电产能专项奖补资

金的函 

2019年淘汰落后火

电产能专项奖补资

金 

收益 

18 丰喜集团 193,283.44 2020.7.17 闻税发【2020】21 号 减免税收入 收益 

19 恒通化工 437，200.00 2020.7.20 临财金〔2020〕15 号 财政贴息 收益 

20 丰喜泉稷 200,000.00 2020.7.22 运工信发【2019】160 号 
省级智能制造示范

企业专项奖励 
收益 

21 丰喜泉稷 5,000,000.00 2020.7.22 运财资环【2020】27 号 
锅炉超低排大气防

治专项资金 
收益 

22 丰喜集团 426,000.00 2020.7.29 财税（2016）52 号 退税收入 收益 

23 平原化工 3,630,000.00 2020.8.5 平价发（2012）31 号 供暖补贴 收益 

24 阳煤化机 300,000.00 2020.8.5 

永济市工信局关于对疫

情防控、复工复产工作成

效突出的工商业企业给

予资金补助的报告 

疫情防控补助资金 收益 

25 阳煤化机 300,000.00 2020.8.5 

永济市工信局关于对疫

情防控、复工复产工作成

效突出的工商业企业给

予资金补助的报告 

疫情防控补助资金 收益 

26 恒通化工 2,730,000.00 2020.8.6 郯委〔2019〕57 号 
2018年度新型工业

化奖励 
收益 

27 恒通化工 1,089,480.00 2020.8.7 无 
2019中央工业企业

机构调整专项资金 
收益 

28 恒通化工 100,000.00 2020.8.21 临人社发〔2019〕7 号 工伤预防费 收益 

29 丰喜集团 423,447.54 2020.8.25 财税（2016）52 号 退税收入 收益 

30 丰喜集团 1,008,533.10 2020.8.25 临税函(2020)7 号 减免税收入 收益 

31 阳煤化机 266,140.00 2020.8.27 无 稳岗培训补贴 收益 

32 阳煤化机 50,000.00 2020.9.1 无 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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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收款单位 金额（元） 获得时间 补助依据 项目 

与收益/

资产相

关 

33 平原化工 1,815,525.00 2020.9.4 平价发（2012）31 号 供暖补贴 收益 

34 阳煤化机 1,150,000.00 2020.9.21 无 首台套保险补偿 收益 

35 正元氢能 225,000.00 2020.9.23 无 

2018/2019 年度新

增淡季商业储备化

肥利息补贴资金 

收益 

36 丰喜集团 412,239.87 2020.9.25 财税（2016）52 号 退税收入 收益  

37 阳煤化机 2,000,000.00 2020.9.30 无 研发投入奖励 收益 

38 其他 150,121.26    收益 

 小计 52,443,298.35    收益 

39 丰喜集团 58,333.33 2020.4.29 

运城市财政局、运城市环

境保护局运财城

(2015)96 号 

锅炉烟气治理改造 资产 

40 丰喜集团 130,500.00 2020.4.29 
山西省财政厅晋财建一

〔2018〕292 号 

5万吨/年三聚氰胺

项目 
资产 

41 丰喜集团 50,057.04 2020.4.29 临财发[2007]33 号 国债资金 资产 

42 丰喜集团 58,333.33 2020.5.29 

运城市财政局、运城市环

境保护局运财城

(2015)96 号 

锅炉烟气治理改造 资产 

43 丰喜集团 130,500.00 2020.5.29 
山西省财政厅晋财建一

〔2018〕292 号 

5万吨/年三聚氰胺

项目 
资产 

44 丰喜集团 50,057.04 2020.5.29 临财发[2007]33 号 国债资金 资产 

45 寿阳化工 768,600.00 2020.6.4 无 
智能化工程中央财

政专项资金 
资产 

46 寿阳化工 950,000.00 2020.6.11 县财建字【2019】42 号 
2019年中央大气污

染防治专项资金 
资产 

47 丰喜集团 58,333.33 2020.6.29 

运城市财政局、运城市环

境保护局运财城

(2015)96 号 

锅炉烟气治理改造 资产 

48 丰喜集团 130,500.00 2020.6.29 
山西省财政厅晋财建一

〔2018〕292 号 

5万吨/年三聚氰胺

项目 
资产 

49 丰喜集团 50,057.04 2020.6.29 临财发[2007]33 号 国债资金 资产 

50 丰喜集团 4,800,000.00 2020.7.8 运财资环【2020】27 号 排污口整治资金 资产 

51 平原化工 966,600.00 2020.7.28 平财工指（2019）6 号 
企业转型升级奖补

资金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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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收款单位 金额（元） 获得时间 补助依据 项目 

与收益/

资产相

关 

52 丰喜集团 58,333.33 2020.7.30 

运城市财政局、运城市环

境保护局运财城

(2015)96 号 

锅炉烟气治理改造 资产 

53 丰喜集团 130,500.00 2020.7.30 
山西省财政厅晋财建一

〔2018〕292 号 

5万吨/年三聚氰胺

项目 
资产 

54 丰喜集团 50,057.04 2020.7.30 临财发[2007]33 号 国债资金 资产 

55 丰喜集团 2,750,000.00 2020.8.14 临财建二【2020】6 号 
2020年大气污染防

治资金 
资产 

56 丰喜集团 58,333.33 2020.8.28 

运城市财政局、运城市环

境保护局运财城

(2015)96 号 

锅炉烟气治理改造 资产 

57 丰喜集团 130,500.00 2020.8.28 
山西省财政厅晋财建一

〔2018〕292 号 

5万吨/年三聚氰胺

项目 
资产 

58 丰喜集团 50,057.04 2020.8.28 临财发[2007]33 号 国债资金 资产 

59 丰喜集团 58,333.33 2020.9.29 

运城市财政局、运城市环

境保护局运财城

(2015)96 号 

锅炉烟气治理改造 资产 

60 丰喜集团 130,500.00 2020.9.29 
山西省财政厅晋财建一

〔2018〕292 号 

5万吨/年三聚氰胺

项目 
资产 

61 丰喜集团 50,057.04 2020.9.29 临财发[2007]33 号 国债资金 资产 

62 其他 1,823,854.49    资产 

 小计 13,492,396.71    资产 

 合计 65,935,695.06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补助主要是由公司下属子公司丰喜集团、平原化工、恒通化工、阳煤化

机、深州化工、寿阳化工、正元集团、丰喜泉稷、正元氢能收到的个税代扣代缴

手续费、2020 年企业用工补助、蒸汽补贴、稳岗补贴、退税收入、大型高参数

洁净煤化工装备智能制造项目、研发费加计扣除、2020 年山西省技术改造项目

资金、2020 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智能化工程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新

兴产业人才奖励、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专项资金、排污口整治资金、减免税收入、

财政贴息、2019 年淘汰落后火电产能专项奖补资金、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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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奖励、企业转型升级奖补资金、供暖补贴、疫情防控补助资金、2018 年度新

型工业化奖励、2019 中央工业企业机构调整专项资金、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资

金、工伤预防费、稳岗培训补贴、高新技术企业奖励、首台套保险补偿、锅炉超

低排大气防治专项资金、中央重要物资储备贴息、2018/2019年度新增淡季商业

储备化肥利息补贴资金、财政贴息、研发投入奖励、锅炉烟气治理改造、5万吨

/年三聚氰胺项目、国债资金等项目构成。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

事项并划分补助的类型。对 2020 年 4 月-2020 年 10 月份获得的 65,935,695.06

元补助资金进行会计处理，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3,492,396.71 元，计

入递延收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52,443,298.35 元，公司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