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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8         证券简称：ST 安凯        公告编号：2020-085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收到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2020年4

月10日至2020年10月9日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合计20,754,412.62元，补助形式

为现金补助。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序

号 

获得补助

的主体 
获得补助的项目 

收到补助

时间 
补助金额（元）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1 

安徽安凯

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代扣代缴手续费返

还 
2020/4/27 20,801.40 

国家税务局进一步加强代扣

代收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2 2018 年个税手续费 2020/5/27 102,586.40 
国家税务局进一步加强代扣

代收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3 

企业进行产品国际

认证、商标国际注

册和境外专利申请

补助 

2020/5/26 239,300.00 
2019年度包河区促进服务业

发展政策申报指南 
与收益相关 

4 
企业在境外开展产

品促销补助 
2020/5/26 110,400.00 

2019年度包河区促进服务业

发展政策申报指南 
与收益相关 

5 
企业购置研发仪器

设备补助 
2020/5/29 63,000.00 企业购置研发仪器设备补助 与收益相关 

6 专利政策兑现资金 2020/6/9 80,000.00 

2019年第一批包河区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等政策兑现情况的公示 

与收益相关 

7 研发成果转化兑现 2020/6/9 1,000,000.00 

2019年第一批包河区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等政策兑现情况的公示 

与收益相关 

8 科技成果转化兑现 2020/6/9 200,000.00 

2019年第一批包河区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等政策兑现情况的公示 

与收益相关 

9 
支持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补助 
2020/6/9 550,000.00 

2019年第一批包河区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等政策兑现情况的公示 

与收益相关 



 2 

10 科技保险补助 2020/6/29 120,280.00 
关于 2019 年合肥市自主创

新新政策兑现结果的公示 
与收益相关 

11 
2019 年度支持工业

设计政策奖励 
2020/6/29 200,000.00 

关于 2019 年先进制造业发

展政策及疫情防护相关项目

奖 

与收益相关 

12 
合肥市 2020年一次

性稳定就业补贴 
2020/6/30 500,000.00 

关于印发《关于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鼓励

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若干意

见》实施细则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13 
合肥市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聚基地项目  
2020/7/24 2,090,000.00  借转补资金 

14 2019 省级信保补贴  2020/8/18 367,000.00 

安徽省商务厅关于 2019 年

省级外贸促进政策项目申报

工作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15 
疫情防控期间稳就

业补贴  
2020/8/18 10,000.00 

关于印发疫情防控期间包河

区稳就业相关政策申报实施

细则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16 

 合肥市包河区商

务局 2020省外经贸

发展资金（第二批）  

2020/9/15 929,000.00 

安徽省商务厅关于 2019 年

省级外贸促进政策项目申报

工作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17 
2019 年知识产权政

策兑现  
2020/9/25 520,000.00 

关于市场监管局负责执行

《2019年合肥市培育新动能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 

与收益相关 

18 

宽温域长寿命燃料

电池公交车整车研

发 

2020/9/30 12,125,000.00  与资产相关 

19 

安徽安凯

金达机械

制造有限

公司 

稳岗补贴 2020/4/10 122,127.00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20 个税手续费返还 2020/4/15 3,384.45 
国家税务局进一步加强代扣

代收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21 稳岗补贴 2020/6/30 500,000.00 

关于印发《合肥市疫情防控

期间稳就业相关政策实施细

则》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22 失业保险费返还  2020/7/14 122,128.07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23 个税手续费返还 2020/8/4 15,338.28 
国家税务局进一步加强代扣

代收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24 
安徽江淮

客车有限

代扣代缴手续费返

还 
2020/4/28 10,712.36 

国家税务局进一步加强代扣

代收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25 
2020 年一次性稳定

就业补贴  
2020/7/14 500,000.00 

关于印发《合肥市疫情防控

期间稳就业相关政策实施细

则》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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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公司 失业保险费返还  2020/8/4 239,381.39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27 安徽凯亚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失业保险费返还 2020/5/22 6,986.00 
合肥市开展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工作方案 
与收益相关 

28 失业保险费返还  2020/7/14 6,987.27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合计 20,754,412.62   

以上政府补助均已到账，上述政府补助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5 号）的规定，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

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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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分补助类型。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在取得时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

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

于补偿公司以后期间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

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其中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在确认相关费用或损失的

期间计入其他收益；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在确认相关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营

业外收入。用于补偿公司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

的在取得时直接计入其他收益；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在取得时直接计入营业外

收入。 

上述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共计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为20,754,412.62元，

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12,125,000元，计入“递延收益”科目；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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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6,539,412.62元，计入“其他收益”科目；借转补资金

2,090,000元,计入“其他应付款”科目。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

中6,539,412.62元计入2020年度损益。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收到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况仍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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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