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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228         证券简称：神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9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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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神通科技”）及下属全

资子公司自 2020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3 月 28日，获得各项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 11,995,237.40 元（数据未经审计），获得各项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 2,289,200.00 元（数据未经审计）。截至本公告日，

上述补助资金已经全部到账。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收款时间 收款单位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补助依据 

与收益相关 

1  2020/8/24 神通科技 知识产权项目经

费补贴 

21,000.00  甬财政发【2020】757 号 

2  2020/10/10 神通科技 生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补贴 

60,000.00  甬财政发【2020】745 号 

3  2020/10/15 神通科技 挂牌上市补贴 3,100,000.00  甬金办【2020】44 号、甬金办

【2020】44 号 

4  2020/10/20 神通科技 1472-2019 汽 车

发动机塑料进气

歧管总成补贴 

130,000.00  甬财政发【2020】726 号 

5  2020/11/13 神通科技 优秀中青年人才

“百人计划”补

贴 

20,000.00  余党发〔2017〕58 号） 

6  2020/12/1 神通科技 疫情防控期间线 455,200.00  甬人社发【2020】2 号、浙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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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职业技能培训

补贴 

发【2020】9 号 

7  2020/12/8 神通科技 研发投入后补助 280,300.00  余科【2020】45 号 

8  2020/12/10 神通科技 专利授权及累计

发明补贴 

55,000.00  兰江党【2019】103 号 

9  2020/12/10 神通科技 研发费用 800 万

元以上补贴 

10,000.00  兰江党【2019】103 号 

10  2020/12/10 神通科技 区域性股权交易

市场挂牌补贴 

20,000.00  兰江党【2019】103 号 

11  2020/12/14 神通科技 余姚市模具专项

资金、参展补助 

80,000.00  余党发【2017】37 号 

12  2020/12/15 神通科技 知识产权项目经

费补贴 

6,780.00  甬财政发【2020】887 号 

13  2020/12/18 神通科技 项目建设贴息补

助 

667,900.00  余经发【2020】38 号 

14  2020/12/30 神通科技 挂牌上市补贴 200,000.00  余金中心【2020】39 号 

15  2021/2/18 神通科技 紧缺工种补贴 10,000.00  余人社【2020】110 号 

16  2020/8/27 神通博方 收到吸纳高校生

社保补贴 

12,324.00  甬政办发【2020】41 号 

17  2020/9/21 神通博方 税收补助 1,320,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财政局

《2019 年扶持政策》 

18  2021/2/20 神通博方

贸易 

税收补助 2,830,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财政局

《2019 年扶持政策》 

19  2020/7/8 烟台神通 稳岗补贴 44,299.57  烟政办发〔2020〕3 号） 

20  2020/12/19 烟台神通 研发补助 155,300.00  鲁科字〔2019〕91 号 

21  2020/12/25 烟台神通 以工代训 500.00  鲁人社函〔2020〕78 号 

22  2021/1/18 烟台神通 个税手续费 562.12  财行[2019]11 号 

23  2020/9/16 武汉神通 以工代训补贴资

金  

14,000.00  武人社函[2020]49 号 

24  2020/10/14 武汉神通 以工代训补贴资

金  

13,000.00  武人社函[2020]49 号 

25  2020/11/12 武汉神通 以工代训补贴资

金  

15,000.00  武人社函[2020]49 号 

26  2020/12/17 武汉神通 以工代训补贴资

金  

13,500.00  武人社函[2020]49 号 

27  2021/3/26 武汉神通 配套企业专项资

金 

600,600.00  《武汉市江夏区招商项目协议

书》和《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乘用车生产基地的合

作协议》 

28  2020/7/31 佛山神通 2018 年新升规

2019 年在库且增

加值 10%以上的

工业企业收入 

72,760.00  粤工信融资函〔202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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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20/9/4 佛山神通 企业技术开发专

项补贴 

444,002.45  《关于下达技术开发专项补贴

扶持资金的通知》 

30  2020/12/21 佛山神通 2020 年市级“四

上”（工业企业部

分）（第一批）补

贴 

100,000.00  佛工信函（2020）412 号 

31  2020/12/22 佛山神通 企业技术开发专

项补贴 

132,914.46  南府〔2013〕248 号 

32  2020/12/22 佛山神通 2018 首年扶持奖

励（上级资金） 

25,000.00  南府办（2019）21 号 

33  2020/12/24 佛山神通 2018 次年扶持奖

励（上级资金） 

25,000.00  南府办（2019）21 号 

34  2020/12/28 佛山神通 企业技术开发专

项补贴 

199,371.70  南府〔2013〕248 号 

35  2021/2/22 佛山神通 企业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扶持资金 

10,000.00  佛府办【2017】24 号 

36  2020/7/24 长春神通 社保稳岗补贴  18,999.20  吉人社联字〔2019〕143 号、长

府办发〔2020〕2 号 

37  2020/8/13 柳州仁通 柳州市就业服务

中心 2、3 月以工

代训补贴 

26,500.00  柳人社发【2020】25 号   

38  2020/9/15  柳州仁通 柳州市就业服务

中心 4、5、6 月以

工代训补贴 

31,500.00  柳人社发【2020】25 号   

39  2020/9/27  柳州仁通 柳州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强优企业

上台阶奖款项 

18,000.00  柳工信通[2020】21 号，柳南政

办发【2017】99 号  

40  2020/9/27  柳州仁通 柳州市财政国库

2019 年厂房租赁

补贴 

734,861.40  柳工信通【2020】5 号，柳政办

[2017]45 号，柳南办[2018]32 号 

41  2020/11/20  柳州仁通 柳州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电费财政

补助 

13,062.50  柳工信运行【2020】184 号 

42  2021/2/10  柳州仁通 柳州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就地过年

奖励 

6,000.00  柳政规【2021】2 号 

43  2021/2/ 2  柳州仁通 柳州市就业服务

中心 2021年第一

批就业券 

2,000.00  柳人社发【2020】30 号  

合计 11,995,237.40  

与资产相关 

1 2020/8/13 神通科技 工业投资项目补

助资金 

418,200.00  余经发【2020】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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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12/11 神通科技 余姚经信局 2019

年工业投资项目

预拨补助金 

371,000.00  余经发【2020】9 号 

3 2021/2/9 柳州仁通 柳州财政局 2021

年汽车行业企业

智 

1,500,000.00  柳工信汽车【2020】211 号 

合计 2,289,200.00  

注：神通博方、烟台神通、武汉神通、佛山神通、长春神通、柳州仁通均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中“神通博方”全称为“宁波神通博方贸易有限公司”，“烟

台神通”全称为“烟台神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武汉神通”全称为“武汉神通

模塑有限公司”，“佛山神通”全称为“佛山神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长春神通”

全称为“长春神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柳州仁通”全称为“柳州仁通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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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

划分补助类型，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资金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为 11,995,237.40 元，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将对公司的损益产生一定积极

影响。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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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 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