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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有关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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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铜陵富仕三

佳机器有限公司、中发电气（铜陵）海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铜陵

三佳山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 2020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收到有

关补助资金累计 5,905,478.34 元（数据未经审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获得时间 凭证摘要 
补助金额 

（单位：元） 

收款

单位 
依据及说明 

1 2020-11-03 收铜陵市财政补助 2019 年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补贴 200,000.00 

文一

三佳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晥人社秘[2019]217 号关

于进一步扩大就业创业政

策覆盖面提高补贴标准的

通知 

2 2020-11-09 收铜陵市财政补助 2019 年优秀就业见习基地补贴 10,000.00 

铜人社秘【2019】102 号关

于开展 2019年度就业见习

生基地（单位）专项检查

考核评优工作的通知 

3 2020-11-24 分摊递延收益 171,189.17 
 

4 2020-11-30 
收铜陵市财政补助---2020 年制造强省建设精品安徽资

金 
547,700.00 

皖财企【2020】1090 号安

徽省财政厅关于拨付 2020

年制造强省（“精品安

徽”央视宣传）资金（第

二批）的通知 

5 2020-12-16 收铜陵市财政补助---2020 年度市长质量奖 800,000.00 

铜政秘【2020】88 号关于

表彰第七届铜陵市市长质

量奖获得单位的通知 

6 2020-12-18 收铜陵市财政补助岗前培训 17,000.00 

铜政秘【2020】4 号《铜陵

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肺炎

疫情帮助中小微企业共渡

难关的若干政策意见》 

7 2020-12-21 分摊递延收益 171,189.17 
 

8 2020-12-29 收铜陵市财政补助 2020 年招才引智补贴 1,000.00 

铜人社秘【2018】148 号《关

于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

在铜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 



9 2020-12-29 收铜陵市财政补助---2020 年集成电器产业资金 1,000,000.00 

皖财企【2020】1401 号安

徽省财政厅关于拨付 2020

集成电路产业政策资金的

通知 

10 2020-12-31 收铜陵市财政补助---转岗转业培训补贴 72,000.00 

铜政秘【2020】4 号《铜陵

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肺炎

疫情帮助中小微企业共渡

难关的若干政策意见》 

11 2020-11-30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292,300.00 

《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财

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

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

理工作的通知》（皖商办

贸管[2018]101 号）和《铜

陵市 2019年度省级中小企

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实施

细则》（铜商[2019]45 号） 

12 2020-12-31 现代服务业专项资金 80,000.00 

《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财

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

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

理工作的通知》（皖商办

贸管[2018]101 号）和《铜

陵市 2019年度省级中小企

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实施

细则》（铜商[2019]45 号） 

13 2020-11-30 收 2019 年度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53,300.00 

铜陵

富仕

三佳

机器

有限

公司 

《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财

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

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

理工作的通知》（皖商办

贸管[2018]101 号）和《铜

陵市 2019年度省级中小企

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实施

细则》（铜商[2019]45 号） 

14 2020-11-30 收 2020 年度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400,000.00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支持制造强省建设若干

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

53 号） 

15 2020-12-24 收稳岗补贴 98,000.00 

铜政秘【2020】4 号《铜陵

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肺炎

疫情帮助中小微企业共渡

难关的若干政策意见》 

16 2020-12-24 收铜陵市铜官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专项资金配套款 250,000.00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支持制造强省建设若干

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

53 号） 

17 2020-12-31 
收铜陵市铜官区经济和信息化局2020年制造强省建设资

金 
927,000.00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支持制造强省建设若干

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

53 号） 



18 2020-12-31 收 2020 年市级现代服务专项资金 15,000.00 

《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财

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

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

理工作的通知》（皖商办

贸管[2018]101 号）和《铜

陵市 2019年度省级中小企

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实施

细则》（铜商[2019]45 号） 

19 2020-11-30 收 2020 年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100,000.00 

中发

电气

（铜

陵）海

德精

密工

业有

限公

司 

依据《铜陵市创新创业专

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20 年修 

订）》（铜政办〔2020〕6 

号） 

20 2020-11-30 收兑现 2019 年度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124,100.00 

《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财

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

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

理工作的通知》（皖商办

贸管[2018]101 号）和《铜

陵市 2019年度省级中小企

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实施

细则》（铜商[2019]45 号） 

21 2020-12-30 收 2020 年市级现代服务业专项资金 87,700.00 

《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财

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

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

理工作的通知》（皖商办

贸管[2018]101 号）和《铜

陵市 2019年度省级中小企

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实施

细则》（铜商[2019]45 号） 

22 2020-11-30 收财政局 2019 年安徽省新产品补贴 200,000.00 

铜陵

三佳

山田

科技

有限

公司 

根据《安徽省新产品认定

暂行办法》（皖经信科技

函（2017）880 号） 

23 2020-12-22 收科技技术局 2020 年创新专项资金补助 50,000.00 

依据《铜陵市创新创业专

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20 年修 

订）》（铜政办〔2020〕6 

号） 

24 2020-12-29 收财政局拨付 2020 年制造强省建设资金 238,000.00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支持制造强省建设若干

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

53 号） 

小      计 5,905,478.34 
  

上表内容中第 9项补助项目“收铜陵市财政补助——2020年集成电器产业资

金 100 万元”，已于 2020年 12 月 30 日披露，详情请见公司临 2020-040 号《文

一科技关于收到有关补助的公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上述各类补助资金共计

5,905,478.34 元，其中作为其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影响额为 5,905,478.34元，

对上市公司利润影响额为 5,694,027.94 元。最终会计处理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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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