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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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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超导”或“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西

安聚能超导磁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能磁体”）、西安聚能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聚能装备”）、西安聚能高温合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能高合”）、

西安九洲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生物”）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12月

20日，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款项共计人民币 4218.43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收款单位 项目内容 

到位资

金 
发放主体 发放时间 补助依据 

1 聚能高合 
第三届中国创新挑战赛

（西安）奖励 
0.4 西安生产力促进中心 2019 年 1 月 第三届中国创新挑战赛（西安） 

2 聚能装备 西安市国内专利资助 0.21 西安科技大市场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西安市国内专利资助 

3 聚能装备 西安市国内专利资助 0.3 西安科技大市场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西安市国内专利资助 

4 西部超导 
低温系统与高压出线单

元设计与制造 
30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2 月 

关于转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

导直流限流器的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第二笔中央财政经费的函 

5 西部超导 

2018 年科技计划高价值

专利培育中心建设试点

资助 

56 西安市科技局 2019 年 2 月 西安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6 西部超导 
西安市院士专家工作站

补助 
30 西安市科学技术协会 2019 年 3 月 

市科协字【2018】165 号关于认定

2018 年西安市院士专家工作站的

通知 

7 西部超导 
外专局资助境外培训费

资助 
7.3969 国家外国专家局 2019 年 4 月 

外专培出字【2018】9136 号出国/

赴港澳 任务批件 

8 西部超导 2015 年度稳岗补贴 32.9502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2019 年 4 月 2015 年度西安市稳岗补贴审批表 

9 西部超导 
2017 年省“特支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项目补助 
40 

陕西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2017 年陕西省“千人计划”“特支

计划”“三秦学者”创新团体支持

计划拟入选名单公示 

10 聚能高合 
2017 年省“特支计划”

领军人才项目补助 
40 

陕西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2017 年陕西省“千人计划”“特支

计划”“三秦学者”创新团体支持

计划拟入选名单公示 

11 西部超导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65 批面上资助经费 
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2019 年 5 月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65批面上

资助获资助人员名单 

12 西部超导 
2017 年下半年工业促投

稳增长补充项目奖励 
24.6 

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

会 
2019 年 6 月 

市工信发【2018】227 号关于补充

下达兑现2017年下半年工业加大

投资和开拓市场奖励资金计划的



通知 

13 西部超导 
高性能超导卢瑟福制备

应用技术研究 
10 陕西省科技厅 2019 年 6 月 

高性能超导卢瑟福缆制备应用技

术研究-项目合同书 

14 西部超导 
低间隙 TA15钛合金大规

格棒材制备技术 
30 陕西省科技厅 2019 年 6 月 

低间隙TA15钛合金大规格棒材制

备技术-项目合同书 

15 西部超导 
面向复合制造的材料匹

配设计与控制 
51.8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面向复合制造的材料匹配设计与

控制-课题任务书 

16 西部超导 超高强钛合金棒材研制 17.96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2019 年 7 月 
超高强钛合金棒材研制-课题任

务书 

17 西部超导 
攀西钛合金用于 C919大

飞机结构件的研究开发 
101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

阳万航模锻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8 月 

攀西钛合金用于C919大飞机结构

的研究开发项目技术协议 

18 西部超导 
高均匀化 Nb47Ti合金铸

锭制备工艺研究 
20 西北工业大学 2019 年 9 月 

高均匀化Nb47Ti合金铸锭制备工

艺研究-科研项目合作协议 

19 西部超导 2018 年进口设备贴息 136.2482 西安市商务局 2019 年 9 月 

财行【2018】91 号财政部 商务部

关于2018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

金重点工作的通知 

20 西部超导 
低温系统与高压出线单

元设计与制造 
40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10月 

关于转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

导直流限流器的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第二笔中央财政经费的函 

21 西部超导 

西安市 2019年工业发展

专项（转型升级）项目

奖励 

63.2 西安经开区财政局 2019年 10月 

市工信发【2019】174 号关于下达

2019 年西安市工业发展专项（转

型升级）项目类奖励资金计划的

通知 

22 聚能磁体 
2018 年高端外国专家引

进计划项目资助 
20 西安市科学技术局 2019年 11月 

市科发【2019】68 号西安市科学

技术局关于划拨2018年市级引进

境外技术、管理人才项目和西安

市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扶持项

目资金的通知 

23 西部超导 
面向复合制造的材料匹

配设计与控制 
51.8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 
2019年 11月 

面向复合制造的材料匹配设计与

控制-课题任务书 

24 西部超导 
2018 年度科技创新专项

资金奖励 
110.02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 
2019年 11月 

西经开发【2019】171 号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下达 2018

年度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目计划

的通知 

25 聚能装备 
2018 年度科技创新专项

资金奖励 
10.12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2019年 11月 

西经开发【2019】171 号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下达 2018

年度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目计划

的通知 

26 九洲生物 
2018 年度科技创新专项

资金奖励 
30.25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2019年 11月 

西经开发【2019】171 号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下达 2018

年度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目计划

的通知 

27 聚能磁体 
2018 年度科技创新专项

资金奖励 
2.93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2019年 11月 

西经开发【2019】171 号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下达 2018

年度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目计划

的通知 

28 西部超导 科创板上市奖励 450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 
2019年 11月 

西经开发【2018】125 号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印发《促

进金融业发展 以金融支持实体

经济十条措施》的通知 

29 西部超导 
2018 年度支持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奖励 
238.91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 
2019年 11月 

西经开发【2019】179 号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下达 2018

年度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

项目的通知 

30 聚能装备 
2018 年度支持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奖励 
7.77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2019年 11月 

西经开发【2019】179 号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下达 2018

年度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



项目的通知 

31 九洲生物 
2018 年度支持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奖励 
7.31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2019年 11月 

西经开发【2019】179 号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下达 2018

年度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

项目的通知 

32 聚能高合 
2018 年度支持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奖励 
17.47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2019年 11月 

西经开发【2019】179 号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下达 2018

年度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

项目的通知 

33 聚能磁体 
2018 年度支持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奖励 
11.84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2019年 11月 

西经开发【2019】179 号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下达 2018

年度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

项目的通知 

34 西部超导 
2019 年度有色金属国家

标准制修订补助经费 
1.4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 2019年 11月 

有色标委【2019】88 号关于拨发

2019 年度有色金属国家标准制修

订补助经费的通知 

35 西部超导 
国家外专局境外培训资

助 
12.4339 西安市科学技术局 2019年 11月 

西政出字【2019】0211 号西安市

人民政府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 

36 西部超导 
2018 年西安市军工仪器

设备共享补助奖励 
18.48 西安经开局财政局 2019年 11月 

市融办发【2019】25 号关于 2018

年西安市军工仪器设备共享补助

奖励的通知 

37 西部超导 
2019 年度西安市博士后

创新基地资助项目 
15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2019年 12月 

市人社函【2019】683 号西安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确定

2019 年度西安市博士后创新基地

资助项目和安家费的通知 

38 聚能装备 

陕财办教（2019）150 号

技术创新项目经费

BK2019-09 

5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2019年 12月 
陕财办教（2019）150 号技术创新

项目经费 BK2019-09 

39 聚能高合 
2019 年度西安市失业保

险稳岗补贴 
31.7016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

保障基金管理中心 
2019年 12月 

2019 年度西安市稳岗返还申报审

批表 

40 西部超导 
2018 年陕西省科技创新

券用券企业补贴 
20 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2019年 12月 

陕科统筹发【2018】12 号关于开

展2018年度陕西省科技创新券兑

现、创新券接券机构奖励工作的

通知 

41 西部超导 2019 年度外国专家项目 100 西安市科学技术局 2019年 12月 
2019 年度外国专家项目计划和经

费表 

42 九洲生物 
2018 年陕西省科技创新

券用券企业补贴 
7.2272 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2019年 12月 

陕科统筹发【2018】12 号关于开

展2018年度陕西省科技创新券兑

现、创新券接券机构奖励工作的

通知 

43 九洲生物 专利资助 0.35 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 12月 银行进账单 

44 聚能磁体 
300mm 磁控直拉单晶硅

用超导磁体研制 
40 西安市科学技术局 2019年 12月 

市科发（2019）56 号西安市科学

技术局关于下达2019年度外国专

家项目计划和经费的通知 

45 西部超导 
其他技术研究、政策支

持项目 
2268.36 \ 

2019 年 1 月

-2019 年 12

月 

\ 

46 合计 4218.438 - - - 

 

以上各项政府补助均已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资金中，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 4218.438 万元。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

对公司 2019 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