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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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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尼机电”或“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共计 59,014,950.60 元，占公

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4.02%，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序号 收款主体 补助项目 收到补助时间 补助金额 补助依据 

1 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增值税退税 2020/04 至 2021/03 32,306,223.60 财税[2011]100 号 

2 安徽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工业经济加快转型发展资

金 
2020/4/1 2,000,000.00 来经信明电〔2019〕4 号 

3 

南京康尼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环网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2019/2020 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及认定补助或奖励 
2020/04-2020/12 1,300,000.00 

宁科【2020】103 号、宁

财教【2020】239 号、宁

科【2020】34 号、宁财

教【2020】61 号 

4 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发展基金 2020/4/14 5,510,000.00 
111617/BB2GKJ2020041

432010667679 

5 
南京康尼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市 2019 年度企业研究

开发费用补助 
2020/04-2020/05 144,500.00 宁科〔2019〕304 号 



6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环网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康尼时代交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康尼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安徽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成都康尼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重庆康尼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2020/04-2021/02 1,794,348.78 

宁人社函〔2020〕11 号 

唐人社字〔2020〕38 号 

京人社能字【2020】48

号 

新就发〔2019〕3 号 

《市人社局疫情防控期

间惠企便民办事指南 24

条》第 2 条 

关于印发《滁州市阶段性

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实

施方案》的通知 

7 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鼓楼区创新名城引

领区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

台政策扶持资金 

2020/5/12 100,000.00 
100157/BB2GKJ2020051

232010673036 

8 

南京康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南京市科技创新

劵兑现资金 
2020/05 301,100.00 宁科通[2020]6 号 

9 

南京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南京经济开发区

知识产权奖励资助资金 
2020/5/19 171,000.00 宁知【2019】73 号 



10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市级总部企业政策兑现资

金 
2020/5/28 2,000,000.00 

宁发改外资字【2020】48

号 

11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专家工作室补助 2020/7/9 300,000.00 宁委发【2019】1 号 

12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社保补贴 2020/7/13 229,963.56 宁人社【2020】5 号 

13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2020/8/19 550,000.00 
宁发改服务字【2020】363

号 

14 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中小微企业稳定发

展专项资金 
2020/8/24 368,000.00 

122003/BB2GKJ2020082

432010654913 

15 成都康尼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2019 年民营经济 18 条扶持

资金 
2020/8/31 162,200.00 新委发〔2018〕15 号 

16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键装备智能平台补助 2020/9/4 133,300.00 冀科资〔2018〕36 号 

17 南京康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0 年中央财政应急保障

补助资金 
2020/9/18 590,000.00 宁财企〔2020〕294 号 

18 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价值专利补助 2020/10/10 200,000.00 鼓知发【2020】14 号 

19 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疫情期间技改设备奖励 2020/10/15 424,000.00 宁工信综投[2020]97 号 

20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省级第三批、第五批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2020/12/9 251,400.00 宁商外贸【2020】580 号 

21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机构绩效考评奖励 2020/12/9 600,000.00 
宁科【2020】160 号，宁

财教【2020】349 号 

22 
南京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0 年南京市企业专利导

航项目奖励 
2020/12/14 400,000.00 宁市监知[2020]252 号 



23 安徽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019 年新增规上企业奖励 2020/12/18 100,000.00 

安徽省统计局办公室关

于做好 2019 年年度和

2020 年月度调查单位审

核确认工作的通知(企业

入规) 

24 

南京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环网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工代训补贴 2020/06-2021/02 1,372,100.00 宁人社函【2020】10 号 

25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批省级工业和信息产

业转型省级专项资金 
2020/12/23 4,455,000.00 宁财企【2020】356 号 

26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职业技术培训指导

中心见习费用 
2020/12/23 121,364.00 厅字[2020]42 号 

27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南京市高价值专利

培育计划阶段拨款 
2020/12/24 1,200,000.00 宁市监知〔2020〕253 号 

28 南京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开发区管委会绿色化

改造项目奖励 
2021/1/7 800,000.00 

宁工信综投〔2020]143

号 

29 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市工业企业技术装

备投入专项资金（第二批） 
2021/1/29 130,000.00 

宁工信综投【2020】146

号 



30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南京市工业企业技

术装备投入普惠性奖补项

目资金 

2021/3/4 627,000.00 
宁工信综投【2020】183

号 

31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其他小额补助 2020/06-2021/02 373,450.66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上述资金均属于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其中确认为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53,359,950.60 元，确认

为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 5,655,000 元。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上述政府补助金额

对公司 2020 年度损益的影响金额为 45,278,738.75 元。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