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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07    证券简称：光峰科技    公告编号：2019-033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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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光峰科技”）、公司控

股子公司中影光峰激光影院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影光峰”）、

光峰华影（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峰华影”）、峰米（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米科技”）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光峰小明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光峰小明”）、深圳市光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峰软件”）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19日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款项共计人民币 3,252.8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收款单位 项目内容 补助金额 补助依据 

1 光峰科技 科技金融贴息资助计划 538,800.00  科技金融贴息资助计划项

目申请书 

2 光峰科技 企业上市融资奖励项目 600,000.00  2018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第四批拟

资助单位名单公示 

3 光峰科技 广东省激光显示企业重点

实验室 

1,000,000.00  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广东省激光显示企业重

点实验室”合同书（粤科规

财字【2018】233 号） 

4 光峰科技 大型工业企业创新能力培 1,000,000.00  2019 年自主创新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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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提升支持计划 专项资金第一批拟资助企

业名单公示 

5 光峰科技 2018 年企业研究开发资

助计划项目 

2,218,000.00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

于 2018 年第一批企业研究

开发资助计划拟资助企业

的公示 

6 光峰科技 留（来）深博士后第一次

科研资助 

100,000.00  深圳市拟发放出站博士后

科研资助人员名单公示

（2019 年第一批次） 

7 光峰科技 2018 年深圳市政府特殊

津贴 

50,000.00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关于公布 2018 年享受

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名单的通知（深人社发

（2019）19 号） 

8 光峰科技 三基色激光显示整机生产

示范线 

2,819,700.00  关于拨付 2019 年度第二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经

费的通知 -国科高发财字

{2019}45 号 

9 光峰科技 深圳市优秀新兴业态文化

创意企业认定 

500,000.00  关于办理 2019 年度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贷款

贴息等资助计划使用手续

的通知 

10 光峰科技 超高亮度激光影院光源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2,250,000.00  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

书（深科技创新【2019】33

号） 

11 光峰科技 2019 年一季度稳增长资

助项目（工业） 

40,700.00  2019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二批拟

资助单位公示 

12 光峰科技 2019 年度企业扩产增效

扶持计划 

1,000,000.00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

2019 年度企业扩产增效扶

持计划拟资助计划公示 

13 光峰科技 三基色激光显示整机产业

化关键技术 

510,000.00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项 目 任 务 书 （ 编 号 ：

2019B010926001） 

14 光峰科技 8K 超高清激光显示技术

工程研究中心 

2,000,000.00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下达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 2019 年第一

批扶持计划的通知（深发改

（2019）561 号） 

15 光峰科技 广东省激光显示企业重点

实验室市级配套 

4,000,000.00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

于下达 2018 年及 2019 年省

重点实验室资助经费的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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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光峰科技 深圳市职工生育保险津贴 221,031.42  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17 光峰科技 2019 年人才安居住房补

租款 

1,020,000.00  关于发放南山区 2019 年度

人才安居住房补租的补充

通告 

18 光峰科技 “领航人才”学术研修津

贴 

10,000.00  关于开展 2019 年度第三批

人才工作分项资金项目资

助申报的通知 

19 光峰科技 深圳市 2019 年度企业稳

岗补贴 

148,826.81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

业稳定岗位有关工作的通

知》(深人社规〔2016〕1 号) 

20 光峰科技 人才素质提升工程项目 51,600.00  关于开展 2019 年度第四批

人才工作分项资金项目资

助申报的通知 

21 光峰科技 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资助

项目 

190,746.00  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南山区

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资助

项目申报的通知 

22 光峰科技 提升企业竞争力专利奖励

申报-境外发明专利奖励 

92,000.00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公布 2018 年

深圳市专利奖励拨款名单

的通知 

23 光峰科技 2019 年度市促进科技创

新若干措施知识产权保护

资助经费 

500,000.00  《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

力 的 若 干 措 施 》 ( 深 发

〔2016〕8 号)及其实施细则 

24 光峰科技 2019 年广东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专项资金——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知 

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

及省部会商及专利奖奖

励） 

300,000.00  《广东省专利奖励办法》

（粤府令第 258 号） 

25 光峰科技 2019 年广东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专项资金——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知 

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

及省部会商及专利奖奖

励） 

300,000.00  《广东省专利奖励办法》

（粤府令第 258 号） 

26 光峰科技 2018 年深圳市第一批专

利申请资助项目 

1,019,220.00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公布 2018 年深圳市第一

批专利申请资助拨款名单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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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光峰科技 2017 年深圳市第二批和

2018 年深圳市第一批境

外商标注册资助项目 

52,000.00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公布 2017 年深圳市第二

批和 2018 年深圳市第一批

境外商标注册资助拨款名

单的通知 

28 光峰科技 2018 年深圳市第一批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资助

项目 

8,100.00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公布 2018 年深圳市第一

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资助拨款名单的通知 

29 光峰科技 深圳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2019 年第一批专利资助

资金 

960,000.00  深圳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深财规{2014}18

号） 

30 中影光峰 2018 顺义区文创基金奖

励资金 

3,000,000.00  顺义区委宣传部关于公开

征集 2019 年度顺义区文化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

目的公告 

31 中影光峰 三基色激光显示整机生产

示范线 

286,300.00  关于拨付 2019 年度第二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经

费的通知 -国科高发财字

{2019}45 号 

32 中影光峰 失业金返还 40,416.15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失业

保险稳定就业有关问题的

通知-京人社就发〔2019〕

68 号 

33 中影光峰 北京市文化创意大赛奖励 20,000.00  北京市文化创意大赛比赛 

34 光峰软件 增值税即征即退 5,018,787.31  财税{2011}100 号 

35 光峰软件 稳岗补贴 4,197.55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

业稳定岗位有关工作的通

知》(深人社规〔2016〕1 号) 

36 光峰小明 生育津贴 14,858.14  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37 光峰小明 稳岗补贴 715.70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

业稳定岗位有关工作的通

知》(深人社规〔2016〕1 号) 

38 光峰华影 梧桐工程 2019 年支持资

金 

300,000.00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组织

部关于开展顺义区首批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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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经济高端人才认定支持

工作的通知 

39 峰米科技 三基色激光显示整机生产

示范线 

342,000.00  关于拨付 2019 年度第二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经

费的通知 -国科高发财字

{2019}45 号 

以上各项政府补助均已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公司上述获得的

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

以及对公司 2019 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