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政府补助的信息披露报告

自 2017 年 6月 15 日至本公告日，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安财险”）累计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388.25 万元，具体

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补助项目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发放主体 文件依据

1
吉安市峡江县产业

发展基金

2017/06/08

至 2017/7/19
4.35 峡江县财政局

江西吉安中心支公司与

峡江县财政局签订的税

收扶持协议

2

2015 年度保险业金

融机构支持黔西南

州经济社会发展考

核奖励“三等奖”

2017/6/15 15
黔西南州财政零余

额账户

对 2015 年度保险业金融

机构支持黔西南州经济

社会发展进行考核奖励

的建议名单

3 房屋租赁补贴款 2017/6/27 11
商丘市梁园区会计

管理中心

梁政金[2017]5 号《关于

申请天安财险商丘中心

支公司房屋补贴的请示》

4

对航运保险业务收

入所缴交的增值税

及附加予以全额财

政补助

2017/6/29 0.2

中国（福建）自由

贸易试验区厦门片

区管理委员会财政

和金融服务局

（厦自贸委[2016]132

号）《关于延续施行<中

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

区厦门片区管委会关于

促进航运保险业务发展

的财政扶持意见>的通

知》

5 稳岗补贴 2017/7/13 0.58
珠海市社会保障基

金管理中心

（珠人社[2017]68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

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有关工作的通知》

6 稳岗补贴 2017/7/13 9.1
成都市青羊区失业

保险基金支出户

(成人社发〔2017〕16号)

《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失

业保险基金支持企业稳

岗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

7
南昌市新建区税收

奖励
2017/7/21 19.84

南昌市新建区象山

镇经济管理服务站

江西南昌中心支公司与

南昌新建区象山镇政府

签订的税收奖励协议



序号 补助项目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发放主体 文件依据

8
2016 年度金融创新

奖金
2017/7/24 30

上海市国库收付中

心零余额专户

（沪府办发〔2017〕8 号）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转

发市金融办等三部门修

订的<上海金融创新奖评

审和组织实施办法>的通

知》

9 稳岗补贴 2017/7/26 3.41 南通市财政局

（通人社规〔2016〕4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

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的通知》

10 企业扶持奖励 2017/7/28 41.6
中牟县刁家乡人民

政府

中牟县人民政府与天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公司合作协议

11 稳岗补贴 2017/8/3 2.48

无锡市劳动就业管

理中心失业保险基

金

（锡人社规发（2016）4

号）《关于贯彻实施失业

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工作的通知》

12 金融机构奖补资金 2017/8/3 0.43
重庆市长寿区财政

局

（长财金【2017】24号）

《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16 年度金融

机构奖补资金的通知》

13 金融机构考核奖励 2017/8/10 1
德宏州保险行业协

会

（德保协字〔2017〕第 42

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

安排金融机构考核奖励

经费的通知》

14
南昌市新建区税收

奖励
2017/8/15 14.63

南昌市新建区象山

镇经济管理服务站

江西南昌中心支公司与

南昌新建区象山镇政府

签订的税收奖励协议

15 金融机构考核奖励 2017/8/17 2 瑞丽市财政局
瑞丽市融资工作考核办

法

16 稳岗补贴 2017/8/18 0.26
枣阳市财政局财政

专户

（鄂人社规[2015]4 号）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湖北省稳定岗位补贴实

施办法>的通知》



序号 补助项目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发放主体 文件依据

17 社会保险补贴
2017/8/24至

2017/8/28
0.88

厦门市劳动就业管

理中心

（厦人社〔2015〕148 号）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厦门市财政局

关于调整和规范<厦门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进一

步做好促进本市居民就

业和企业用工服务工作

的若干意见>执行口径的

通知》

18
上饶市鄱阳县财政

扶持基金
2017/8/29 22.4

鄱阳县财政局鄱阳

县国库支付局乡镇

财政零余额专户

江西上饶中心支公司与

上饶鄱阳县三庙前乡人

民政府签订的企业发展

扶持协议

19 稳岗补贴 2017/8/31 1.49 广州市财政局

（穗人社发〔2016〕6 号）

《广州市失业保险支持

企业稳定岗位实施办法》

20 产业发展基金 2017/8/31 4.05
沈阳法库拉马河经

济区管理委员会

（法政发〔2015〕2 号）

《法库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法库县重点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实施办法的

通知》

21 稳岗补贴 2017/9/7 1.91
泸州市就业服务管

理局

（泸市人社发<2015>40

号）《关于进一步使用失

业保险基金支持企业稳

定就业岗位的有关问题

的通知》

22
金融机构及地方金

融组织考核奖励
2017/9/8 1.38

泰顺县财政局/泰

顺县人民政府金融

工作办公室

（泰财企【2017】519 号）

《关于下达泰顺县 2016

年度金融业机构及地方

金融组织业绩考核奖励

资金的通知》

23 稳岗补贴 2017/9/14 0.57
个旧市社会保险中

心

（云人社发[2015]16 号）

《云南省人社厅 财政厅

发改委 工信委关于失业

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有关问题的通知》

24 稳岗补贴 2017/9/21 4.16

贵阳市社会保险收

付管理中心失业保

险基金

（云人社发[2015]16 号）

《云南省人社厅 财政厅

发改委 工信委关于失业

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有关问题的通知》



序号 补助项目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发放主体 文件依据

25 稳岗补贴 2017/9/25 0.33

保山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保山

市财政局

（保人社联【2015】22号）

《 保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市财政局关于

进一步发挥失业保险稳

定岗位促进就业作用有

关问题的通知》

26 稳岗补贴 2017/9/25 3.32

贵阳市社会保险收

付管理中心失业保

险基金

（云人社发[2015]16 号）

《云南省人社厅 财政厅

发改委 工信委关于失业

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有关问题的通知》

27 企业扶持资金奖励 2017/9/25 60.8
中牟县刁家乡人民

政府

中牟县人民政府与天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公司合作协议

28 稳岗补贴 2017/9/26 0.7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广西壮族自治

区财政厅

（桂人社发【2015】47号）

《关于扩大失业保险支

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补

贴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

29

2017 年省级财政促

进金融业创新发展

专项资金

2017/9/29 10 兴化市财政局

（苏财金{2017}22 号）

《关于组织申报 2017 年

度省级财政促进金融业

创新发展专项引导资金

的通知》

30

青岛前湾保税港区

金融工作办公室优

惠政策兑现

2017/9/29 18
青岛保税港区财政

局

（青西新管发【2014】17

号）《关于印发青岛市黄

岛区金融业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31 稳岗补贴 2017/9/30 8.66
南京市社会保险管

理中心

（苏人社发[2015]15 号）

《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

业稳定岗位有关问题的

实施意见》

32 企业扶持资金奖励 2017/10/12 40
中牟县刁家乡人民

政府

中牟县人民政府与天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公司合作协议

33 稳岗补贴 2017/10/13 5.12
惠州市社保基金管

理局

（惠市人社函〔2015〕658

号）《关于申报 2016 年

度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

定岗位补贴有关问题的

通知》



序号 补助项目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发放主体 文件依据

34 稳岗补贴 2017/10/13 4.87 深圳市社保局

（深人社规【2016】1 号）

《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

出企业稳定岗位有关工

作的通知》

35 稳岗补贴 2017/10/23 3.67
广州市社会保险基

金管理中心

（穗人社发〔2016〕6 号）

《广州市失业保险支持

企业稳定岗位实施办法》

36 法库产业发展基金 2017/10/26 8.15
沈阳法库拉马河经

济区管理委员会

（法政发〔2015〕2 号）

《法库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法库县重点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实施办法的

通知》

37 稳岗补贴 2017/10/27 2.25
绵阳市就业服务管

理局

（绵人社发〔2017〕10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

保险稳岗补贴落实工作

的通知》

38 稳岗补贴 2017/10/29 1.35
柳州市社会保险事

业管理局

（柳人社发[2015]88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

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

岗位工作有关问题有通

知》

39 稳岗补贴 2017/11/2 0.81
莱芜市人力资源管

理服务中心

（莱人社发（2015）80号）

《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失

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

位工作的通知》

40
南昌市新建区税收

奖励
2017/11/8 9.4

南昌市新建区象山

镇经济管理服务站

江西南昌中心支公司与

南昌新建区象山镇政府

签订的税收奖励协议

41
上饶市经开区财政

扶持基金
2017/11/10 18.06

上饶市经开区政府

（国库支付）

江西上饶中心支公司与

上饶经济开发区兴园街

道办签订的税收扶持协

议

合计 388.25

特此公告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