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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收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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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具体情况 

2019 年 12月至本公告披露日，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容冷链”或“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金汇容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汇容”）及控股子公司广东海容冷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海容”）累计

收到各类政府补助资金人民币共计 3,215.59万元（未经审计），其中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收入 2,488.19万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收入 727.40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一）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单位：万元 

序号 收款日期 所属公司 补助项目 政策依据 补助金额 

1 2020.03.12 海容冷链 
2019 年度青岛市企业研发

投入奖励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科技

型企业培育“百千万”工程的意

见》（青政发[2018]24 号） 

43.76 

2 2020.03.13 海容冷链 职工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

务派遣单位享受援企稳岗返还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

字[2020]27号） 

8.16 

3 2020.05.29 海容冷链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岛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青岛市财政

局《关于印发应对疫情稳就业政

策实施细则的通知》（青人社发

[2020]6 号） 

0.50 

4 2020.07.03 海容冷链 
2019 年工业企业发展贡献

奖励 

青岛西海岸新区工业和信息化

局《关于组织兑现 2019 年工业
76.78 



企业发展贡献奖励的通知》 

5 2020.07.16 海容冷链 
2019 年度青岛市企业研发

投入奖励尾款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科技

型企业培育“百千万”工程的意

见》（青政发[2018]24 号） 

65.64 

6 2020.07.14 海容冷链 
2019 年度高企认定奖励资

金 

青岛西海岸新区工业和信息化

局、财政局《关于促进先进制造、

科技创新、大数据和信息产业发

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青西新工信字[2020]19号） 

5.00 

7 2020.07.15 海容冷链 

2019 年度黄岛区标准化资

助奖励（绿色设计指南 商

用制冷器具）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青岛市标准化资助奖励办法

的通知》（青政办发[2017]13

号） 

5.00 

8 2020.08.19 海容冷链 
2019 年度第二批外贸企业

短期出口信用险扶持资金 

青岛市商务局、青岛市财政局

《关于做好落实扶持企业投保

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工作的

通知》（青商贸字[2019]6号） 

100.00 

9 2020.09.01 海容冷链 
2019 年度专利创造资助资

金（知识产权补助） 

青岛市财政局《专利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青财规[2017]）4 号 
0.72 

10 2020.09.10 海容冷链 

2019 年度青岛市级标准化

资助奖励（绿色设计指南 

商用制冷器具）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青岛市标准化资助奖励办法

的通知》（青政办发[2017]13

号） 

0.50 

11 2020.09.24 海容冷链 党建工作经费  3.00 

12 2020.09.30 海容冷链 
2019 年稳定就业专项奖补

资金 
 26.44 

13 2020.11.20 海容冷链 

2019 年度青岛市科学技术

奖奖金（机器视觉深度学习

及手脉立体识别技术在无

人零售冷藏柜的应用）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青岛市财政

局《关于下达 2020 年青岛市科

学技术（第七批）的通知》（青

科资字[2020]30 号） 

5.00 

14 2020.12.4 海容冷链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0.10 

15 2020.12.14 海容冷链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运行评

估奖补资金 
 1.00 

16 2020.12.15 海容冷链 省市百强民营企业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营经济发展

局、青岛西海岸新区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青岛西海岸新区财政

局《关于印发<关于培育省市百

强民营企业的意见>实施细则的

通知》（青西新民发[2020]4 号） 

2,127.84 

17 2020.03.26 金汇容 
职工失业保险处援企稳岗

补贴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

务派遣单位享受援企稳岗返还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

字[2020]27号） 

15.34 



18 2020.04.26 金汇容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岛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青岛市财政

局《关于印发应对疫情稳就业政

策实施细则的通知》（青人社发

[2020]6 号） 

2.80 

19 2020.03.21 广东海容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稳岗

补贴 

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佛山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佛山市

疫情防控期间援企稳岗政策的

实施细则的通知》（佛人社

〔2020〕6号） 

0.22 

20 2020.9.10 广东海容 
佛山市顺德区科学技术局

高品认定补助 

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佛山市顺德区加快培育高新

技 术 企 业 专 项 行 动 方 案

（2016-2020 年）》（顺府办发

[2015]164号） 

0.40 

（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单位：万元 

序号 收款日期 所属公司 补助项目 政策依据 补助金额 

1 2020.02.20 海容冷链 
2019 年青岛市技改综合奖

补资金 

关于修订青岛市企业技术改造

综合奖补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青工信规[2019]1 号） 

396.00 

2 2020.07.09 海容冷链 

“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

试点示范项目奖补资金 20%

（商用立式冷藏展示柜扩

大生产项目） 

关于实施“高端制造业+人工智

能”试点示范项目的通知（青西

新工信字[2019]22 号） 

296.60 

3 2020.07.15 海容冷链 

2018 年两化融合软件专项

资金项目奖励（全流程管理

信息系统集成应用项目） 

关于申报 2019 年青岛西海岸新

区两化融合（软件、贯标）专项

资金项目的通知（青西新工信字

[2019]122号） 

34.80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 2019

年 12 月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 32,155,883.51 元

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其中：获得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4,881,883.51 元将直

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获得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7,274,000.00 元将确认为递延收益，在以后各期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

分摊计入其他收益。具体的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



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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