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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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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日至今，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上海天洋”）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4,223,598.96

元（数据未经审计）。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政府补助金额已全部到账，具

体明细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补助金额

（元） 

收到补助

时间 
获得补助原因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1 上海天洋 

24,500.00 2019.07.16 专利资助 《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 收益相关 

23,056.00 2019.08.16 外贸发展 

沪商财[2019]194 号 市商务委关于

做好上海 2019 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

资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申报工作的通知 

收益相关 

47,549.00 2019.10.14 稳岗补贴 

沪人社规〔2018〕20 号 上海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关于实施失业

保险援企稳岗“护航行动”的通知  

收益相关 

9,000.00 2019.11.20 
成果转化扶持

资金 

沪财企（2006）66 号 高新技术成果

转化专项资金扶持办法 
收益相关 

8,202.00 2019.11.25 手续费返还 
国税发（1995）65 号 《个人所得税

代扣代缴暂行办法》  
收益相关 

26,515.00 2019.11.27 外贸发展 

沪商财[2019]194 号 市商务委关于

做好上海 2019 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

资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申报工作的通知 

收益相关 

461,000.00 2020.01.21 园区企业奖励 南翔经济城企业发展专项扶持基金 收益相关 

772,000.00 2020.03.23 园区企业奖励 南翔经济城企业发展专项扶持基金 收益相关 

2 

昆山天洋

热熔胶有

限公司 

13,122.00 2019.09.17 手续费返还 
国税发（1995）65 号 《个人所得税

代扣代缴暂行办法》  
收益相关 

24,000.00 2019.11.15 专利资助 
苏财行[2019]34号 关于下达 2019

年度知识产权专项资金指标的通知 
收益相关 



序

号 
企业名称 

补助金额

（元） 

收到补助

时间 
获得补助原因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5,000.00 2019.11.15 专利资助 
苏财行[2019]34号 关于下达 2020

年度知识产权专项资金指标的通知 
收益相关 

2,500.00 2019.12.12 专利资助 
苏财行[2019]34号 关于下达 2021

年度知识产权专项资金指标的通知 
收益相关 

325,800.00 2019.12.18 
工业企业技改

补贴 

昆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19 年昆山

市高质量发展（工业经济）等专项第

二批拟立项目公示 

收益相关 

150,000.00 2020.02.12 
工业企业技改

补贴 

2019 年度昆山市工业企业技改综合

奖补项目清单 
收益相关 

3 

南通天洋

新材料有

限公司 

1,381,000.00 2019.10.25 
设备投资奖资

金补贴 

东发改[2019]143 号 关于下达 2017

年度、2018 年度工业项目设备投资

奖补金计划的通知 

收益相关 

10,000.00 2020.02.29 经济奖励金 

港管发[2018]18号 洋口港经济开发

区关于对2016-2017年度经济转型升

级先进单位进行表彰奖励的规定 

收益相关 

4 

上海惠平

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17,081.00.00  2019.10.16 稳岗补贴 

沪人社规〔2018〕20 号 上海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关于实施失业

保险援企稳岗“护航行动”的通知  

收益相关 

40,000.00  2019.10.11 园区企业奖励 南翔经济城企业发展专项扶持基金 收益相关 

 1,659.87  2019.11.25 手续费返还 
国税发（1995）65 号 《个人所得税

代扣代缴暂行办法》  
收益相关 

 69,140.00  2019.12.05 企业扶持资金 

嘉府办发[2009]64 号 上海市嘉定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嘉定区促

进文化信息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

知 

收益相关 

6,406.49  2019.12.20 稳岗返还金 

沪人社规〔2018〕20 号 上海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关于实施失业

保险援企稳岗“护航行动”的通知 

收益相关 

5 

烟台信友

新材料有

限公司 

33,600.00 2019.08.13 
研发财政补助

资金 

关于组织企业申报 2018 年度山东省

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收益相关 

112,000.00 2019.08.14 
研发财政补助

资金 

烟科[2019]号 关于组织烟台市企业

申报 2019年山东省企业研究开发财

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收益相关 

30,000.00 2019.08.20 专利补助 

烟政字[2018]14 号 烟台市人民政府

关于 2017 年度烟台市专利奖励的决

定 

收益相关 

7,937.00 2019.11.05 手续费返还 
国税发（1995）65 号 《个人所得税

代扣代缴暂行办法》  
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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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0 2019.11.06 专利补助 

烟芝市监[2019]4 号 关于做好 2018

年度芝罘区专利资助申报工作的通

知 

收益相关 

4,000.00 2019.11.29 专利补助 

烟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做好

2019 年度山东省专利创造资助相关

工作的通知 

收益相关 

114,100.00 2019.11.20 
研发财政补助

资金 

烟科[2019]号 关于组织烟台市企业

申报 2019年山东省企业研究开发财

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收益相关 

78,400.00 2019.12.25 
研发财政补助

资金 

关于组织企业申报 2018 年度山东省

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收益相关 

400,000.00 2019.12.27 
股权转让个税

扶持资金 

卧龙园关于对烟台信友新材料有限

公司给予政策扶持的函 
收益相关 

9,502.00 2020.02.13 稳岗补贴 

鲁人社字〔2019〕85 号 关于进一步

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

位的通知 

收益相关 

10,528.00 2020.03.09 稳岗补贴 

鲁人社字〔2019〕85 号 关于进一步

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

位的通知 

收益相关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全部属

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本次公告的政府补助预计对公司2019 

年度的损益影响金额为人民币2,810,568.96元（数据未经审计），预计对公司2020

年度的损益影响金额为人民币1,413,030.00元（数据未经审计），具体会计处理

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