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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2〕3-389 号

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本信息公
司）管理层编制的 2019－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3 月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及其附
注（以下简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法本信息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法本信息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必备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二、管理层的责任
法本信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
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法本信息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非经
常性损益明细表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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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法本信息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法本信息公司 2019－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3 月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立影

中国注册会计师：杨雪燕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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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

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16,665.08

1,477,116.62

-749,548.73

-1,571.32

4,962,013.56

14,735,500.72

11,733,217.51

5,322,223.78

1,346,868.49

8,146,114.60

918,511.12

908,910.2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合并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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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1,657.6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739,367.5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2,039.2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小

-544,641.12

626,839.75

计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表示）

-419,805.58

39,821.66

529,874.85

614,394.92

6,607,017.44

25,553,458.32

12,012,249.17

6,895,436.88

991,052.62

3,833,016.95

1,802,132.41

1,034,375.53

5,615,964.82

21,720,441.37

10,210,116.76

5,861,061.35

少数股东损益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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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一)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列示如下：
1. 明细情况
项

目

2022 年 1-3 月

处置非流动资产利得或损失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16,665.08 1,521,007.05

固定资产报废利得
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
合 计

-43,890.43

-749,548.73

-1,571.32

-16,665.08 1,477,116.62

-749,548.73

-1,571.32

2. 其他说明
2021 年度处置非流动资产利得 1,521,007.05 元，主要系租赁的办公场地转让，处置固
定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及使用权资产产生利得所致。
2020 年度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 749,548.73 元，主要系无形资产办公软件报废产生损失
所致。
(二)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 2022 年 1-3 月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4,962,013.56 元，列示如下：
序 号

项 目

金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1

总部企业办公用房扶持
3,542,700.00 与收益相关
项目

2

2021 年营利性服务业
1,116,400.00 与收益相关
稳增长资助项目

3

脱贫人口就业补贴

190,000.00 与收益相关

4

稳岗补贴

107,213.56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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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深圳市南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深
圳市南山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第四次会议(经济发展分
项)扶持计划的通知》(深南工信字
〔2021〕4 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南
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深南府办规〔2019〕2
号)
《吸纳脱贫人口就业补贴办事指
南》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
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教
育厅、浙江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
局浙江省税务局、浙江省人民政府

序 号

项 目

企业职工线上职业培训
补贴

5

合 计

金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5,700.00 与收益相关

说明
征兵办公室《关于延续实施部分减
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
(浙人社发〔2021〕39 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
于充分发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
账资金效能 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的通知》(人社部函〔2021〕
14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
于开展“迎新春 稳岗留工送培训”
专项工作的通知》(人社部明电
〔2021〕2 号)、上海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关
于落实企业稳岗扩岗专项支持计
划实施以工代训补贴的通知》(沪
人社规〔2020〕17 号)、上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财政
局《关于本市延长以工代训补贴政
策实施期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沪
人社规〔2021〕3 号)

4,962,013.56

2. 2021 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4,735,500.72 元，列示如下：
序 号

项

目

金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企 6,200,000.00与收益相关
业稳增长奖励资助

2

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项
2,000,000.00与收益相关
目资助

3

2020 年度深圳市企业研
究开发资助计划第一批 1,340,000.00与收益相关
资助

4

2021 年度市民营及中小
企业创新发展培育扶持 1,000,000.00与收益相关
计划改制上市培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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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
下达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企业稳增
长奖励项目的通知》(深工信资
金〔2021〕45 号)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
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深
科技创新规〔2019〕1 号)、深
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
财政局《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
管 理 办 法 》（ 深 科 技 创 新 规
〔2019〕2 号）
、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深圳市技术转移和
成果转化项目资助管理办法》
(深科技创新规〔2019〕7 号)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
市企业研究开发项目与高新技
术 企 业 培育 项目 资 助管 理 办
法》(深科技创新规〔2019〕5
号)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
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
市民营及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序 号

项

目

金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资助

5

6

7

2022 年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资助-第一批拟资助企 1,000,000.00与收益相关
业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 2021 年第一
批资助-2020 年下半年营
利性服务业稳增长资助
2020 年中央外经贸发展
专项资金（服务贸易事
项）资助

867,600.00与收益相关

644,045.00与收益相关

8

2021 年度中央外经贸发
展专项资金（服务贸易事
项）资助

280,000.00与收益相关

9

深圳市 2021 年度企业稳
岗补贴

235,303.42与收益相关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 2020 年第五
10
批资助-人才素质提升工
程项目资助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 2021 年第二
11
批资助-商业保理支持项
目

200,000.00与收益相关

186,900.00与收益相关

12

南山区企业岗前培训补
贴

179,400.00与收益相关

13

南山区产业发展与创新
人才资助

171,389.00与收益相关

第 7 页 共 15 页

说明
金管理办法》(深经贸信息规
〔2017〕8 号)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
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深
科技创新规〔2019〕1 号）；深
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
财政局《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
管理办法》(深科技创新规
〔2019〕2 号)；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资助管理办法》(深科技
创新规〔2021〕5 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南府办规
〔2019〕2 号)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市级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深府
规〔2018〕12 号）
财政部、商务部《关于 2021 年
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重点工
作的通知》（财建〔2021〕183
号）、深圳市商务局《2021 年
度 中 央 外经 贸发 展 专项 资 金
（服务贸易事项）申报指南》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延续实施稳岗扩围政策
的通知》
（深人社发〔2021〕26
号）；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延续实施稳岗扩围
政策的通知》
（粤人社发〔2021〕
28 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南府办规
〔2019〕2 号)

深 圳 市 人力 资源 和 社会 保 障
局、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职
业技能培训补贴办法》(深人社
规〔2020〕12 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南府办规
〔2019〕2 号)

序 号

项

目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 2021 年第三
14
批资助-商业保理支持项
目

15

2020 年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奖补资金

16 残疾人用工补贴

金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100,000.00与收益相关

50,000.00与收益相关

32,160.00与收益相关

企业职工线上职业培训
补贴

30,600.00与收益相关

2019 年深圳市第一批计
18 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资
助

16,500.00与收益相关

深圳市知识产权专项资
19 金 2020 年著作权登记资
助

12,300.00与收益相关

17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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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
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
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
资金的通知》(深科技创新
〔2021〕137 号)
浙 江 省 人力 资源 和 社会 保 障
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民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完
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
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实施意见》
(浙人社发〔2020〕58 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关于充分发挥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专账资金效能 扎实推进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通知》(人
社部函〔2021〕14 号)、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迎
新春 稳岗留工送培训”专项工
作的通知》(人社部明电〔2021〕
2 号)、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关
于落实企业稳岗扩岗专项支持
计 划 实 施以 工代 训 补贴 的 通
知》(沪人社规〔2020〕17 号)、
上 海 市 人力 资源 和 社会 保 障
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本市
延长以工代训补贴政策实施期
限有关事项的通知》(沪人社规
〔2021〕3 号)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深
圳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深财规〔2014〕18 号)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
市财政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市
监规〔2020〕3 号)；深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知识产权领域专项资
金操作规程》(深市监规〔2019〕
10 号)

序 号

项

目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金额

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务
20
中心-超比例奖励

7,103.30与收益相关

上市企业短期流动贷款
贴息

182,200.00与收益相关

21

合 计

说明
沪残工委《关于调整超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单位奖励标准的
通知》(沪残工委〔2014〕3 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南府办规
〔2019〕2 号)

14,735,500.72

3. 2020 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1,733,217.51 元，列示如下：
序 号

1

2

3

项

目

深圳市 2020 年度企业稳
岗补贴(第二批)

2020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一
批资助-2019 年四季度及
全年稳增长资助项目(营
利性服务业)
2020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一
批资助-2019 年进一步加
大稳增长项目(营利性服
务业)

金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363,746.46与收益相关

374,500.00与收益相关

1,000,000.00与收益相关

4

南山区企业岗前培训补
贴

559,200.00与收益相关

5

2018 年深圳市第二批专
利申请资助

2,000.00与收益相关

6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补助

242,900.00与收益相关

7

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项
目资助

266,700.00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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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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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南山区自主创新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深南府办规〔2019〕
2 号)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深圳市职业技能培训补
贴办法》(深人社规〔2016〕
14 号)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
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市知识产权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深财规
〔2014〕18 号)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深圳市知识产权运营服
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操作
规程》(深市监规〔2019〕
6 号)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管
理办法》(深科技创新规
〔2019〕1 号)和深圳市科
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

序 号

项

目

金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8

2019 年度深圳市企业研
究开发资助计划第一批
资助

1,554,000.00与收益相关

9

上海市失业保险 2019 年
度稳岗补贴

336,554.00与收益相关

10

小规模纳税人纳税补助

11

12

13

14

2020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20
年第三批资助-总部企业
办公用房扶持项目
2020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20
年第三批资助鼓励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做大做强
2020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20
年第四批资助-高层次创
新型人才实训基地项目
资助
2020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

18,407.40与收益相关

1,370,700.00与收益相关

524,500.00与收益相关

69,000.00与收益相关

266,700.00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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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政局《深圳市科技研发资
金管理办法》(深科技创新
规〔2019〕2 号)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深圳市企业研究开发项
目与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项
目资助管理办法》(深科技
创新规〔2019〕5 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失
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
岗位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9〕23 号)、
《国务院
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
意见》(国发〔2018〕39
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
于做好本市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
施意见》(沪府规〔2019〕
1 号)和《上海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财政
局关于做好本市稳就业工
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沪人
社规〔2019〕34 号)
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人
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小微
企业稳定发展的若干措
施》(宁委发〔2020〕4 号)、
南京市财政局《关于小规
模纳税人财政支持政策实
施细则》(宁财预〔2020〕
45 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南山区自主创新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深南府办规〔2019〕
2 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南山区自主创新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深南府办规〔2019〕
2 号)

序 号

15

项

目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20
年第四批资助-2020 年上
半年服务业稳增长资助
项目
2020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20
年第四批资助-企业上市
融资奖励项目

金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说明

1,400,000.00与收益相关

16

企业吸纳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就业一次性补贴

15,000.00与收益相关

17

2018 年深圳市第二批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资
助

3,400.00与收益相关

18

南山区 2020 年第 6 批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
金-企业职工适岗培训补
贴

303,690.00与收益相关

19

南山区 2020 年第 6 批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
金-企业员工岗前培训补
贴

257,000.00与收益相关

20

2020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20
年第五批资助-援企稳岗
-“四上”企业社保补贴
资助

649,700.00与收益相关

21

企业稳岗返还

6,567.48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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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打
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扶贫
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人
社部发〔2018〕54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
进一步促进就业若干政策
措施的通知》(粤府〔2018〕
114 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就业补助资金
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粤财社〔2018〕59
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深圳市进一步促进
就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深府规〔2018〕30
号)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
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市知识产权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深财规
〔2014〕18 号)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深圳市财政局《关
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期企业职工适岗
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深
人社规〔2020〕6 号)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深圳市财政局《深
圳市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办
法》(深人社规〔2020〕12
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南山区自主创新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深南府办规〔2019〕
2 号)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关于加快落实失业

序 号

项

目

金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22

企业职工线上职业培训
补贴

29,100.00与收益相关

23

2020 年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

80,852.17与收益相关

24

广东省职业技能提升培
训补贴

39,000.00与收益相关

25

26

2020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20
年第三批资助-南山区上
市促进贷
2020 年南山区自主创新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20
年第五批资助-疫情期间

1,500,000.00与收益相关

500,000.00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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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有关工
作的通知》(宁人社函
〔2020〕11 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关于实施企业稳岗
扩岗专项支持计划的通
知》(人社部发〔2020〕30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关于大力开展
以工代训工作的通知》(人
社厅明电〔2020〕29 号)；
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上海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上海市商务委
员会《关于落实企业稳岗
扩岗专项支持计划实施以
工代训补贴的通知》(沪人
社规〔2020〕17 号)
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
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全
力稳企业稳经济稳发展的
若干意见》(浙委发〔2020〕
4 号)；浙江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
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执行有
关问题的通知》(浙人社发
〔2020〕10 号)；杭州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杭州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0 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工作的通知》(杭人社发
〔2020〕48 号)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广东省财政厅《关
于印发广东省职业技能提
升培训补贴申领管理办法
的通知》(粤人社规〔2019〕
43 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南山区自主创新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深南府办规〔2019〕
2 号)

序 号

项

目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金额

说明

贷款贴息项目
合

计

11,733,217.51

4. 2019 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5,322,223.78 元，列示如下：
序 号

项 目

金

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1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
会 2018 年第一批企业 1,564,000.00 与收益相关
研究开发资助

2

2019 年南山区自主创
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第一批资助-2018 年稳
增长资助项目

3

南山区企业岗前培训
补贴

4

2019 年南山区自主创
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第二批资助-2019 年一
季度稳增长资助项目
（营利性服务业）

5

2019 年深圳市外经贸
发展专项资金服务贸
1,471,500.00 与收益相关
易（服务外包）人才培
训资助

6

2018 年深圳市第一批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
记资助

14,400.00 与收益相关

7

深圳市 2019 年度企业
稳岗补贴(第一批)

401,735.78 与收益相关

8

9

2019 年南山区自主创
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第三批资助-2019 年二
季度稳增长资助项目
2019 年南山区自主创
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第三批资助-人才素质

120,000.00 与收益相关

72,000.00 与收益相关

66,800.00 与收益相关

116,600.00 与收益相关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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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中共深圳市委 深圳市人民政
府印发〈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
干措施〉的通知》（深发〔2016〕
7 号）和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
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科
技研发资金管理办法》（深财科
〔2012〕168 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南府办规
〔2018〕3 号）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职业
技能培训补贴办法》（深人社规
〔2016〕14 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南府办规
〔2018〕3 号）
深圳市商务局《深圳市商务局关
于 2019 年深圳市外经贸发展专
项资金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资金
拟资助项目公示的通知》（深商
务服贸字〔2019〕43 号）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
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深财规〔2014〕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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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南府办规
〔2018〕3 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南府办规

序 号

10

11

12

项 目

金

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明

提升工程项目

〔2018〕3 号）

2019 年南山区自主创
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第四批资助-信息服务
和服务贸易资助项目
2019 年南山区自主创
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第四批资助-2019 年三
季度稳增长资助项目
2019 年南山区自主创
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第四批资助-人才素质
提升工程项目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南府办规
〔2018〕3 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南府办规
〔2018〕3 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南府办规
〔2018〕3 号）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
环境保护局、上海市财政局《关
于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护
航行动”的通知》（沪人社规
〔2018〕20 号）、《国务院关于
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
创业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7〕
28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做
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
业工作的意见》
（沪府发〔2017〕
76 号）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失业保险援
企稳岗“护航行动”的通知》
（人
社厅发〔2017〕129 号）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科技
创新委员会《深圳市科技研发资
金管理办法》（深财科〔2012〕
168 号）和《深圳市科技计划项
目管理办法》深科技创新规
〔2012〕9 号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科技
创新委员会《深圳市科技研发资
金管理办法》（深财科〔2012〕
168 号）和《深圳市科技计划项
目管理办法》深科技创新规
〔2012〕9 号

358,600.00 与收益相关

131,300.00 与收益相关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13

上海市 2018 年度失业
保险稳岗补贴

212,888.00 与收益相关

14

2019 年银政企合作贴
息项目-法本云化 PLM
服务平台项目

69,600.00 与收益相关

15

2019 年银政企合作贴
息项目-新一代 IT 资
源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260,600.00 与收益相关

16

2019 年南山区自主创
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第四批拟资助-科技金
融贴息资助计划拟资
助项目

合

说

计

262,200.00 与收益相关

5,322,2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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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南府办规
〔2018〕3 号）

(三)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列示如下：
项

目

理财收益
合

计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1,346,868.49

8,146,114.60

918,511.12

908,910.23

1,346,868.49

8,146,114.60

918,511.12

908,910.23

(四)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列示如下：
1. 明细情况
项

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外收入

39,118.92

45,311.09

125,817.85

73,045.42

营业外支出

-351,158.20

-589,952.21

-545,623.43

-33,223.76

-312,039.28

-544,641.12

-419,805.58

39,821.66

合

计
2. 其他说明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 1-3 月营业外支出主要系支付的违约金和捐赠支出。

二、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项

目

个税手续费返还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626,839.75

生育津贴及其他
合

计

626,839.75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34,761.95

331,973.19

495,112.90

282,421.73

529,874.85

614,394.92

三、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
的说明
无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
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
况。

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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