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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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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获得各项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及税收返还资金共

计人民币 11,356,627.78 元（数据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9%。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补助资金已全部到账，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内容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类型 收款单位 补助依据 

企业兼并重组补助 2020/2/20 400,000.00 

与收益

相关 

浙江五洲新春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新政发（2017）

75 号 

引才薪酬补助 2020/2/27 321,340.00 
新人才办（2020）

2 号 

2019 年度质量、品牌、标

准奖励 
2020/2/28 500,000.00 

新市监字（2020）

8 号 

2019 年社保返还 2020/5/11 290,257.06 
新人社发（2020）

14 号 

2019 年浙江省“隐形冠

军”奖励 
2020/6/3 200,000.00 

浙经信企业

（2020）1 号 

2019 年代扣代缴个税手

续费 
2020/5/14 438,005.63 

财行[2005]365

号 

2019 年代扣代缴个税手

续费 
2020/5/26 133,025.10 

财行[2005]365

号 

2019 年浙江省“隐形冠

军”奖励 
2020/6/22 400,000.00 

浙发改高技

（2019）438 号 

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补

助 
2020/8/4 100,000.00 

浙委人（2018）2

号 

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补

助 
2020/10/29 100,000.00 

浙人社办发

（2018）77 号 



博士后科研择优资助经

费 
2020/10/27 400,000.00 

新县委人领

（2020）1 号 

专利产业化补助 2020/10/28 100,000.00 
新政发（2019）7

号 

参与修订标准奖励 2020/11/30 150,000.00 
新昌市监局字

（2020）61 号 

企业以工代训补贴 2020/11/30 406,500.00 
新人社发（2020）

61 号 

新昌县开放型经济奖补 2020/12/10 101,390.00 
新商务（2020）

23 号 

2019 年社保返还 2020/5/31 110,863.33 
浙江富日泰轴

承有限公司 

新人社发（2020）

14 号 

2019 年社保返还 2020/5/31 178,533.71 
浙江森春机械

有限公司 

新人社发（2020）

14 号 

2020 年一次性稳定就业

补贴 
2020/6/30 500,000.00 

合肥金昌轴承

有限公司 

合人社秘（2020）

41 号 

2019 年土地使用税返还 2020/10/15 119,952.00 
大连五洲勤大

轴承有限公司 

大政发（2017）

67 号 

2019 年度设备投资专项

奖励 
2020/3/6 1,100,000.00 

浙江富立轴承

钢管有限公司 

嵊经信〔2020〕

14 号 

稳岗返还失业保险费 2020/4/30 152,206.48 
嵊人社〔2020〕

92 号 

收稳岗补贴 2020/05/21 131,728.00 

安徽金越轴承

有限公司 

皖政办明电

〔2020〕6 号 

2020 年收物流补贴 2020/11/19 300,000.00 

2020 年 9 月 27

日《开发区管委

班子会议纪要》 

加快推进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补助 
2020/1/16 100,000.00 

捷姆轴承集团

有限公司 

常委办（2019）

76 号 

2019 年社保返还 2020/4/1 288,698.41 常防指 41 号 

2019 年技改投资补助 2020/4/1 212,000.00 
常委办（2019）

76 号 

鼓励轴承产业发展补助 2020/4/1 100,000.00 
常政发（2012）

29 号 

工业科技发展引导、推进

品牌标准化建设奖励 
2020/4/10 205,000.00 

常委办（2019）

76 号 

外向型经济发展奖励 2020/4/15 209,000.00 
常政办发（2020）

64 号 

“鼓励有效投资”补助 2020/8/17 226,000.00 
常委办（2019）

76 号 

“鼓励加大研发投入”

补助 
2020/9/2 503,000.00 

常委办（2019）

76 号 



房产税退还 2020/9/28 313,618.27 
常政办发（2020）

120 号 

企业以工代训补贴 2020/11/27 128,500.00 
衢市人社便笺

（2020）52 号 

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项

目补助 
2020/12/25 100,000.00 

常科（2020）1

号 

技术创新项目补助资金 2020/03/31 230,000.00 
浙江新龙实业

有限公司 

新政办法（2019）

7 号 

福利企业增值税退税 2020/10/31 115,962.27 
新昌县五龙制

冷有限公司 

财税〔2016〕52

号 
福利企业增值税退税 2020/12/31 264,996.12 

单项补助 10 万元以下的

政府补助汇总（共 76 笔） 

2020/01/01-20

20/12/31 
1,726,051.40 公司及子公司 

 

合计  11,356,6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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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

11,356,627.78 元与收益相关，确认为当期损益。本公告的政府补助预计将对公司

2020 年度损益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年度业绩的影响，

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知悉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