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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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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 2020 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及下属公司浙江华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鹰进出口”）、

浙江金鹰共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创纺织”）、浙江金鹰塑料机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鹰塑机”）、江苏金鹰绢麻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

绢麻”）、舟山达利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利针织”）、浙江金鹰绢纺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绢纺”）、浙江金鹰特种纺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

种纺纱”）、浙江金鹰股份六安麻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安麻纺”）以及嵊

州麻纺织分公司（以下简称“嵊州麻纺”）等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

计人民币 5,426,315.17元（未经审计），具体明细如下： 

序

号 
收款单位 项目内容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元） 

与资产/

收益相关 
补助依据 

1 公司 
国际贸易救济调查

补助 
2020.03 90,000 收益 

定财企

[2020]6号 

2 公司 社保返还 2020.03 1,213,872.23 收益 无 

3 公司 
高层次人才用人单

位奖励 
2020.04 150,000 收益 

定组

[2018]70号 

4 公司 节能环保补贴 2020.04 32,500 收益 
定财行

[2020]15号 



5 公司 商务促进 2020.05 55,454 收益 
定财企

[2020]19号 

6 公司 财政补贴 2020.06 11,520.86 收益 无 

7 公司 疫情防控 2020.07 45,700 收益 
定财企

[2020]29号 

8 公司 
稳外贸“两直”资

金补助 
2020.07 389,000 收益 

定海商务局

文件通知 

9 公司 社保补助 2020.09 901,247.45 收益 无 

10 公司 防疫应急物资补助 2020.09 400,000 收益 
浙经信投资

[2020]95号 

11 公司 环保补助 2020.09 50,200 收益 
定财行

[2020]91号 

12 公司 防疫物质技术改造 2020.12 439,700 收益 
定财企

[2020]59号 

12 公司 
定海区第二期创新

券补助 
2020.12 30,000 收益 

定科技

[2020]19号 

13 
华鹰进出

口 

稳外贸“两直”资

金补助 
2020.07 83,600 收益 

定海商务局

文件通知 

14 共创纺织 社保返还 2020.03 171,360 收益 无 

15 共创纺织 
稳外贸“两直”资

金补助 
2020.07 78,100 收益 

定海商务局

文件通知 



16 共创纺织 社保补助 2020.09 333,866.31 收益 无 

17 金鹰塑机 
第一批市级工业发

展专项金 
2020.04 200,000 收益 

定财企

[2020]16号 

18 金鹰塑机 
区级商务发展专项

资金 
2020.06 2000 收益 

定政发

[2019]15号 

19 金鹰塑机 

2019 年度区级工业信

息化发展奖励资金 2020.06 100,000 收益 
定财企

[2020]27 号 

20 金鹰塑机 社保返还 2020.03 188,958.67 收益 
社发

[2020]10号 

21 金鹰塑机 
就业补贴及 

奖励 
2020.08 34,120 收益 无 

22 金鹰塑机 
2019年省知识产权

与管理专项资金 
2020.08 3180 收益 无 

23 金鹰绢麻 稳岗返还 2020.02/

04 
28,464.86 收益 

宿人社发

[2019]92号 

24 金鹰绢麻 残疾人补贴 2020.11 12,960 收益 
宿残联发

[2020]26号 

25 金鹰绢麻 高新企业补贴 2020.11 80,000 收益 

宿财教

[2017]151

号 

26 金鹰绢麻 以工代训 2020.12 99,200 收益 
宿人社发

[2020]46号 

27 达利针织 以工代训 2020.12 54,000 收益 
舟人社发

[2020]104 号 



28 金鹰绢纺 以工代训 2020.12 5500 收益 
嘉人社 

[2020]52 号 

29 特种纺纱 财政补贴 2020.07 2000 收益 无 

30 特种纺纱 以工代训 2020.12 6000 收益 
桐人社 

[2020]69 号 

31 六安麻纺 社保返还 2020.10 4425.6 收益 无 

32 嵊州麻纺 新进规上企业奖 2020.03 80,000 收益  无 

33 嵊州麻纺 稳岗返还 2020.04 49385.19 收益 
嵊人社 

[2020]37 号 

34 合计 / / 5,426,315.17 / / 

 

二、补助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上述累计获得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5,426,315.17 元，将对公司 2020 年度的净利润产生一定

影响。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

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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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 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