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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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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补助的具体情况 

2019 年 6 月 28 日至 2020 年 5 月 16 日期间，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星光农机”或“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星光玉龙机械（湖北）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星光玉龙”）、星光正工（江苏）采棉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星光正工”）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人民币共计 618.90 万元（未

经审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获得补助

的公司 

获得（悉）补

助的时间 
项目名称 补助依据 

金额  

（万元） 

1 星光农机 2019/6/28 
长春、哈尔滨招

聘补贴 

《湖州市企业招聘补贴申报表》、《湖

州市企业赴长春、哈尔滨招聘补贴审

核通过单位公示名单》 

0.28 

2 星光农机 2019/7/18 项目经费 

科学技术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

文件（国科农技字〔2019〕13 号）《中

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关于下达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 2019 年

专项经费的通知》 

52.67 

3 星光农机 2019/9/12 
项目直接经费与

间接经费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文件（星光农

机总办字[2016]10 号）《通知》、中国

农村技术开发中心文件（国科农技字

〔2018〕21 号）《中国农村技术开发

27.00 



中心关于下达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

项 2016 年度项目第三批专项经费的

通知》 

4 星光玉龙 2019/11/6 知识产权补助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文件（鄂知发

〔2019〕10 号）《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关于下达 2019 年省知识产权转化引

导及发展资金的通知》 

10 

5 星光农机 2019/11/12 

为主制修订“浙

江制造”标准（第

一位）奖励资金 

《湖州市南浔区财政局 湖州市南浔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18 年

质量标准品牌及小微企业发展奖励

资金的通知》 

10 

6 星光农机 2019/11/13 

2019 年“南太湖

特支计划”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项

目第一批区级配

套资金 

《2019 年度“南太湖本土高层次人

才特殊支持计划”实施办法》、湖州

市财政局 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湖

财行〔2019〕82 号）《湖州市财政局 

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关于印发<湖

州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 

5.00 

7 星光农机 2019/11/13 

“南太湖特支计

划”项目资助经

费区级配套资金 

《2019 年度“南太湖本土高层次人

才特殊支持计划”实施办法》、湖州

市财政局 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湖

财行〔2019〕82 号）《湖州市财政局 

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关于印发<湖

州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 

3.75 

8 星光农机 2019/11/15 
2019 年度第二批

科技经费补助 

湖州市科学技术局 湖州市财政局文

件（湖市科计发〔2019〕8 号）《湖

州市科学技术局 湖州市财政局关于

下达 2019 年度第二批科技经费补助

50 



的通知》 

9 星光农机 2019/11/15 

特支计划工程领

域青年拔尖人才

市级资金 

《2019 年度“南太湖本土高层次人

才特殊支持计划”实施办法》、湖州

市财政局 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湖

财行〔2019〕82 号）《湖州市财政局 

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关于印发<湖

州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 

3.75 

10 星光农机 2019/11/21 

2018 年第二批开

放型经济政策补

助 

湖州市财政局 湖州市商务局文件

（湖财企〔2019〕243 号）《关于兑

现 2018 年第二批市本级开放型经济

政策扶持资金的通知》 

6.27 

11 星光玉龙 2019/11/21 稳岗补贴 

咸宁市劳动就业管理局文件（咸劳就

发〔2019〕8 号）《关于开展 2019 年

市直参保企业失业保险费稳岗返还

申报工作的通知》、湖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湖北省财政厅 湖北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北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 湖北省商务厅 湖北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

税务局文件（鄂人社发〔2019〕30

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财

政厅等七部门关于印发<湖北省失

业保险费稳岗返还实施办法>的通

知》 

2.55 

12 星光农机 2019/11/26 市工业发展资金 

湖州市财政局 湖州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文件（湖财企〔2019〕239 号）《湖

州市财政局 湖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关于下达 2019 年度湖州市工业发展

7.00 



专项资金（第三批）的通知》 

13 星光农机 2019/12/20 

2019 年“南太湖

特支计划”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项

目第一批市级配

套资金 

《2019 年度“南太湖本土高层次人

才特殊支持计划”实施办法》、湖州

市财政局 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湖

财行〔2019〕82 号）《湖州市财政局 

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关于印发<湖

州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 

5 

14 星光农机 2019/12/20 安全顾问补贴 
《湖州市南浔区推进小微企业“安全

顾问”制度》 
0.24 

15 星光正工 2019/12/24 
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资金 

常州市科学技术局 常州市财政局文

件（常科发〔2019〕159 号）《常州

市科技局 常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常州市第六批科技奖励资金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专项资金）项目

的通知》 

2.5 

16 星光正工 2019/12/26 
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专项资金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科学技术

局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财政

局文件（常开科〔2019〕37 号）《关

于下达 2019 年度常州国家高新区

（新北区）第七批科技计划（高新技

术企业培育资金）经费的通知》 

2.5 

17 星光农机 2019/12/30 专利补助费 

湖州市南浔区财政局 湖州市南浔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湖州市南浔区科技

局（浔财综〔2019〕37 号）《湖州市

南浔区财政局 湖州市南浔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湖州市南浔区科技局关于

下达 2019 年度南浔区科技专项资金

（知识产权及专利）的通知》 

0.95 



18 星光农机 2020/1/2 

2019 年度南浔区

开放型经济发展

专项资金（开拓

市场） 

湖州市南浔区财政局 湖州市南浔区

商务局文件（浔财综〔2019〕53 号）

《湖州市南浔区财政局 湖州市南浔

区商务局关于下达 2019 年度南浔区

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

的通知》 

2.19 

19 星光玉龙 2020/2/21 稳岗返还 

国家税务总局通山县税务局关于印

发《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措施二十四条》的通

知、《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措施二十四条》 

2.57 

20 星光农机 2020/2/27 
2020 年省科技发

展专项资金 

浙江省财政厅文件（浙财科教〔2019〕

48 号）《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省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的通

知》 

60 

21 星光农机 2020/4/10 
省级院士专家工

作站建设补助 

浙江省财政厅文件（浙财科教〔2019〕

46 号）《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科学普及和学术智力活动专

项扶持资金的通知》 

50 

22 星光农机 2020/4/13 

2019 年度第二批

区扶持工业发展

专项资金 

湖州市南浔区财政局 湖州市南浔区

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文件（浔财

综〔2020〕11 号）《湖州市南浔区财

政局 湖州市南浔区发展改革和经济

信息化局关于下达 2019 年度第二批

南浔区扶持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

知》 

5 

23 星光农机 2020/4/14 
2018 年科学技术

奖奖励 

湖州市南浔区财政局 湖州市南浔区

科学技术局文件（浔财综〔2020〕12

号）《湖州市南浔区财政局 湖州市南

15 



浔区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南浔区

2018 年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补助资

金的通知》 

24 星光农机 2020/4/23 省工业专项资金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财政

厅文件（浙经信装备〔2019〕180 号）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财

政厅关于公布 2020 年度浙江省装备

制造业重点领域首台（套）产品名单

的通知》、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经济

和信息化厅文件（浙财企〔2020〕16

号）《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省工业与信

息化发展财政专项资金的通知》、浙

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财政厅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

监管局文件（浙经信装备〔2019〕184

号）《关于公布 2019 年浙江省装备制

造业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

偿项目清单的通知》 

62 

25 星光农机 2020/4/23 
南浔区企业招聘

补贴 

《关于 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江西赣

州招聘补贴申报说明》 
0.11 

26 星光农机 2020/4/30 
2019 优秀人才技

能补贴 

湖州市南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文件（浔人社发〔2019〕19 号）《南

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命

名 2019 年南浔区“优秀技能人才”

的决定》 

2 

27 星光玉龙 2020/5/15 稳岗返还 

国家税务总局通山县税务局关于印

发《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措施二十四条》的通

2.57 



知、《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措施二十四条》 

28 星光农机 2020/5/16 科研协作费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任务书》、《内蒙古重大专项项目合作

协议书》 

228 

合计 618.90 

 

2019 年 6 月 28 日至 2020 年 5 月 16 日期间，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已累

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618.9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报

表净利润的 51.21%。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

并划分补助类型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将对公司产生

积极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仍需以会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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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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