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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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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补贴的基本情况 

2020年 3月 17日至 2020年 11月 11日期间，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福达合金”）累计收到政府补贴 9,511,630.44 元人民币，补助金额明细如

下： 

单位：元 

序

号 

补贴

单位 
收到日期 补贴内容 补贴金额 补贴依据 

1 
福达

合金 
2020-3-17 

2019 年温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创新券兑现资金 
29,875 

关于下达 2019 年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券兑

现资金的通知（温开科〔2020〕4 号） 

2 
福达

合金 
2020-4-13 社会保险费返还 1,097,283.28 

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好发

展主动仗的实施意见》（温委发〔2020〕5 号）、

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

难关若干措施的通知（温政发〔2020〕3 号） 

3 
福达

合金 
2020-4-20 

2019 年度全区纳税五十

强企业追加补助 
100,000 

关于公布 2019 年度全区纳税 50 强企业名单的通

知（温浙集（开）管〔2020〕11 号） 

4 
福达

合金 
2020-4-22 

2019 年度五星级企业奖

励 
100,000 

关于公布 2019 年度全区星级企业名单的通知（温

浙集（开）管〔2020〕12 号） 

5 
福达

合金 
2020-5-27 

2020 年度浙南产业集聚

区技术创新及两化融合奖

励-“省级”制造精品 

100,000 
关于组织申报 2020 年度第一批惠企政策扶持资

金项目的通知（温开经[2020]20 号) 

6 
福达

合金 
2020-5-27 

2020 年度浙南产业集聚

区技术创新及两化融合奖

励-省级优秀工业新产品 

100,000 
关于组织申报 2020 年度第一批实体经济扶持资

金项目的通知（温开经[2020]20 号) 

7 
福达

合金 
2020-5-28 

2019 年度跨国公司重点

培育对象奖励申报（区配

套 80%） 

40,000 

温州市商务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商务奖补项

目（第一批）申报工作的通知（温商务[2020]28

号) 



8 
福达

合金 
2020-5-28 

2019 年度跨国公司重点

培育对象奖励申报（区配

套 20%） 

10,000 

温州市商务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商务奖补项

目（第一批）申报工作的通知（温商务[2020]28

号) 

9 
福达

合金 
2020-6-18 

关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标

识牌补助 
8,936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标识牌的通

知（温浙集（开）自创办[2020]2 号) 

10 
福达

合金 
2020-6-24 

浙南产业集聚区重点排污

单位在线监控和运维项目 
22,500 

关于发放 2019 年度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排

污单位在线监控运维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温环

开〔2020〕2 号） 

11 
福达

合金 
2020-7-1 

稳就业工业企业结构调整

专项奖补资金 
2,194,566.56 温州市就业创业管理服务中心补助 

12 
福达

合金 
2020-7-9 

2020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

人才培训奖励 
344,957 

关于加快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意见（温委发〔2018〕44 号） 

13 
福达

合金 
2020-7-9 

2018 年度高校毕业生就

业见习补贴 
69,588 

关于印发《温州市就业创业补贴政策申报指南》

的通知（温人社发〔2020〕85 号） 

14 
福达

合金 
2020-7-14 

浙南产业集聚区（经开区）

企业包车补助 
13,000 

温州浙南沿海先进装备产业集聚区（经开区、欧

飞）管委会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11 条”举措》的通知（温浙集（开）

管〔2020〕7 号） 

15 
福达

合金 
2020-7-17 

浙江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

企业贴息资金 
311,300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强

化财政金融支持稳企业稳经济发展的通知（浙财

金[2020]3 号） 

16 
福达

合金 
2020-8-6 

2020 年第一批温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创新券兑付 
32,264 

关于进一步加快新动能培育促进全区工业服务

员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意见（试行）科技政

策实施操作细则（温开科〔2020〕1 号）与关于

科技创新券使用补充说明的通知（温开科〔2020〕

5 号） 

17 
福达

合金 
2020-8-13 

降低科创型企业融资成本

贷款贴息 
200,000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温州市财政支

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

实施方案的通知（温政办〔2020〕76 号） 

18 
福达

合金 
2020-9-3 

2020 年第二批温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创新券兑付 
1,865.60 

关于进一步加快新动能培育促进全区工业服务

员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意见（试行）科技政

策实施操作细则（温开科〔2020〕1 号）与关于

下达 2020 年第二批温州经济开发区创新券兑现

的通知（温开科〔2020〕19 号） 

19 
福达

合金 
2020-9-24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

小企业共渡难关—留岗留

薪补助 

484,008 

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

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若干措施的通知（温政发

〔2020〕3 号） 

20 
福达

合金 
2020-10-16 

2020 年温州市发明专利

产业化项目奖励 
200,000 

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快科技创新推动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温政发

〔2020〕13 号） 

21 福达 2020-10-26 2020 年知识产权奖补专  60,000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工业服务业经济高质量发



合金 项奖励 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试行）的通知温浙集（开）

管〔2019〕62 号 

22 
福达

合金 
2020-10-27 人事经理人奖励  10,000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11 

条”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温浙集（开）办〔2020〕

10 号） 

23 
福达

合金 
2020-10-28 

2019 年市科研项目配套

补助 
 936,000  

关于下达 2019年和 2020年市科研项目(重大科技

创新攻关和自创区专项)立项补助资金和续拨经

费的通知（温科计〔2020〕13 号） 

24 
福达

合金 
2020-11-5 

2020 年第四批温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创新券兑付 
 3,300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工业服务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试行）》的通知（温浙集（开）

管〔2019〕62 号） 

25 
福达

合金 
2020-11-11 

温州市区中小微企业贷款

贴息 
 42,187  

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打好发展主动仗的实施意见（温委发

〔2020〕5 号）与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若干措施

的通知（温政发〔2020〕3 号） 

26 
福达

合金 
2020-11-11 

2019 年度企业研发费用

补助 
 2,400,000  

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快科技创新推动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温政发

〔2020〕13 号） 

27 
福达

合金 
2020-11-11 

2019 年度企业研发费用

补助 2 
 600,000  

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快科技创新推动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温政发

〔2020〕13 号） 

合计 9,511,630.44   

 

二、补贴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财政补贴中的

9,511,630.44 元将作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公司 2020 年损益，上述收到的

财政补贴将对公司 2020年度损益产生一定影响，具体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司损益的

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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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1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