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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2020年9月2日至本公告日，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及子公司累计获得人民币16,102,943.34元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

及子公司累计获得人民币15,000,000.00 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类

型 
项目 获得时间 金额 补助依据 

与

收

益

相

关 

宏柏新材大

气污染防治

专项资金 

2020年 9月 1,020,000.00  

景财资环指[2020]3号，根据江西省财政

厅《关于下达 2019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

资金的通知》（赣财建指[2019]76号） 

江维高科大

气污染防治

专项资金 

2020年 9月 510,000.00  

景财资环指[2020]3号，根据江西省财政

厅《关于下达 2019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

资金的通知》（赣财建指[2019]76号） 

哈尔滨分公

司 2018年个

税返还款 

2020年 9月 1,794.5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七

条规定“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缴的税

款，付给百分之二的手续费 

宏柏新材出

口奖励款 
2020年 10月 500,000.00  

乐府办资抄字[2020]5 号，关于请求兑现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出口奖励政

策的请示 

景德镇市场

监督管理局

授权专利奖

励 

2020年 11月 3,000.00  

《景德镇市专利资助经费管理办法》第五

条资助的专利费用种类和额度（一）、已

被授予中国发明专利权的，每件资助人民

币 3000元 

礼林镇 2019

年招商引资

奖励 

2020年 12月 200,000.00  

乐府办资抄字[2020]53号，乐平工业园区

管委会《关于请求兑现江西宏柏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的请示》 



与

收

益

相

关 

就业局稳岗

补贴 
2020年 12月 134,356.13  

赣人社字[2020]173号，为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

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发

[2020]6号） 

2020年江西

省科技创新

专项资金 

2020年 12月 5,000.00  
景科协字[2020]23号《关于下达 2020年

科技专项资金（科普专项）计划的通知》 

乐平科技局

科技创新奖

励 

2020年 12月 59,000.00  

乐办字[2018]27 号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乐平市进一步鼓励和促进科

技创新办法》的通知 

就业局 2019

年稳岗补贴

收入 

2020年 12月 40,892.65  

赣人社字[2020]173号，为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

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发

[2020]6号） 

制造业单项

冠军 
2020年 12月 800,000.00  

赣工信投资字[2020]353号，江西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 2020年省级工业发

展专项（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第三批

扶持项目计划的通知，其中宏柏新材为

2019年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党建专项经

费 
2020年 12月 9,449.95  

乐统字[2020]11 号，根据《江西省促进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

行）》(赣财经[2017]147号）及中共乐平

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的意见》（[2017]6号）文件精神，将促

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项经费下发用于党

建工作 

党建专项经

费 
2020年 12月 30,550.05  

乐统字[2020]11 号，根据《江西省促进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

行）》(赣财经[2017]147号）及中共乐平

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的意见》（[2017]6号）文件精神，将促

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项经费下发用于党

建工作 

江维高科以

工代训 
2020年 12月 279,600.00  

乐人社字[2020]44号，根据《财政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企业稳岗扩岗

专项支持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0]30号）和《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实施企业稳岗

扩岗专项支持计划的通知》（赣人社发

[2020]20号） 

景德镇科学

技术局后补

助奖励 

2020年 12月 50,000.00  

景科字[2020]63 号，为落实《江西省加大

全社会研发投入攻坚行动方案》下发 185

万元用于 2019年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

发经费投入后补助奖励 

宏柏新材以

工代训 
2020年 12月 908,400.00  

乐人社字[2020]44号，根据《财政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企业稳岗扩岗

专项支持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0]30号）和《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实施企业稳岗扩

岗专项支持计划的通知》（赣人社发

[2020]20号） 



与

收

益

相

关 

宏柏新材以

工代训 
2020年 12月 468,600.00  

乐人社字[2020]44号，根据《财政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企业稳岗扩岗

专项支持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0]30号）和《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实施企业稳岗

扩岗专项支持计划的通知》（赣人社发

[2020]20号） 

应急物资保

障体系补助

资金 

2020年 12月 300,000.00  

乐府办资抄字[2020]206 号，按照《江西

省财政厅关于下达支持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赣财建指

[2020]89号）中安排 210万给市工信局，

建议参照以上对其他医疗物资生产企业的

补贴标准对宏柏新材补助 30万元 

礼林镇 2019

年招商引资 
2020年 12月 300,000.00  

乐府办资抄字[2020]53 号，乐平工业园

区管委会《关于请求兑现江西宏柏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的请示》 

2019年招商

引资 
2020年 12月 200,000.00  

乐府办资抄字[2020]53 号，乐平工业园

区管委会《关于请求兑现江西宏柏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的请示》 

市级人才示

范基地培育

对象工作支

持经费 

2020年 12月 50,000.00  

景科字[2018]76 号，关于落实《“3+1+X"

产业科技创新人才发展政策的实施细则

(试行）》的通知 

省级工业发

展专项资金 
2021年 2月 2,000,000.00 

赣财建指[2020]210号，《江西省财政厅

关于下达 2020年第六批省级工业发展专

项（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

通知》 

景德镇商务

局三同扶持

资金 

2021年 3月 9,000.00 
景德镇市商务局《关于拨付外贸企业“三

同”扶持资金的通知》 

乐平市财政

局 2020年招

商引资奖励 

2021年 3月 2,609,000.00  

乐府办资抄字[2021]7 号，《关于解决江

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扶

持企业发展资金的请示》 

乐平市财政

局 2020年招

商引资奖励 

2021年 3月 614,300.00  

乐府办资抄字[2021]7 号，《关于解决江

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扶

持企业发展资金的请示》 

上市奖励资

金 
2021年 3月 5,000,000.00 

赣财金指[2020]13号，《江西省财政厅关

于拨付乐平市企业上市奖励资金的通知》 

合计 16,102,943.34  

与

资

产

项目建设资

金 
2021年 2月 9,000,000.00 

乐府办资抄字[2020]174号，关于请求解

决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引资

项目基础建设资金的请示 



相

关 项目建设资

金 
2021年 2月 6,000,000.00 

乐府办资抄字[2020]174号，关于请求解

决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引资

项目基础建设资金的请示 

合计 1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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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对公司 2020 年业绩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具体的会计处理仍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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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