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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并于 2021 年 5

月 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

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5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

询函》要求及公司事后核查，部分内容未能完整准确披露，现将公司 2020 年年

报补充披露如下： 

一、公司在 2020 年年报“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补充披露“公司新能源汽车

业务的商业模式，包括国补、地补对盈利模式的影响、申请政策、结算周期”等，

具体情况如下： 

①公司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 

整车以直销为主，生产经营以订单为主线，自主研发，结合客户需求，实施

客户化定制。子公司中植一客为汽车业务载体，目前以成都为主生产基地，规划

建设山西大同新生产基地，开拓成都、大同等地市场订单。 

②国地补对盈利模式的影响 

公司新能源车销售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整车销售收入、国补收入和地补

收入，其中：2020 年度，国地补收入占整车销售收入比重为 7.12%。 

根据《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20〕

86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20〕

593 号），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2 年底，

2020-2022 年补贴标准分别在上一年基础上退坡 10%、20%、30%；商用车企业

单次申报清算车辆数量应达到 1000 辆。目前，各车型国家补贴金额已处于较低

水平，地方补贴也均已由客户根据当地情况自行申请，国地补收入占比将逐步下



降，公司将通过推进降本增效相关措施以弥补国地补下降对公司的影响。 

③补贴申请政策 

车辆运行达到规定里程 20000 公里后，企业根据国家四部委联合下发的清算

申报通知，提交生产企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清算申请报告，包括车辆销售发票、

注册登记信息、产品技术参数、运行情况及零部件采购发票等，说明申请车辆地

方购置补贴情况。申请补助资金的新能源商用车企业申报清算数量需达到 1000

辆，且安装车载终端等远程监控设备，并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将运行数据上传至新

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经国家相关部门审核公示后，下拨补助资金。 

④补贴结算周期 

补贴结算主要受国家宏观政策及车辆运行状态等因素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

结算周期及结算金额具有不确定性。一般情况下公司在车辆达到上述“申请政策”

时进行补贴申报，公司在申报结束后 2-4 个月内能收到公示结果，确认可收回的

补贴金额，但具体款项到帐时间不受公司控制。 

 

二、公司在 2020 年年报 “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

估计 35、收入”补充披露公司收入的具体处理原则，具体内容如下： 

（2）公司新能源汽车收入的具体处理原则 

a.开具机动车销售发票，进行车辆交接；客户完成车辆上牌，风险和报酬及

控制权转移给客户，同时公司确认车辆销售收入和应收账款（客户）。 

b.确认已销售车辆是否满足补贴政策，即达到最终获得补贴的可能性，若满

足条件，确认车辆销售收入同时确认补贴收入和应收账款（国地补）。 

 

三、公司在 2020 年年报“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57、政府补助”补

充披露政府补助其他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1）政府补助基本情况 

单位：元 

种类 金额 列报项目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69,440,000.00 递延收益 2,000,000.00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59,821,770.03 

 

（2）政府补助退回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其他说明： 

1、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单位：元 

种类 金额 
资产负债表

列报项目 

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费用损失的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或

冲减相关成本费

用损失的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生产线升级补助 13,500,000.00  递延收益 2,000,000.00 2,000,000.00 其他收益 

新厂房投资补助 55,940,000.00  递延收益    

合  计 69,44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2、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单位：元 

种  类 金  额 

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费用损失的金额 

计入当期

损益或冲

减相关成

本费用损

失的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社保补贴 1,436,955.62 1,436,955.62 4,199,875.73 其他收益 

生态工业企业财政奖励 873,027.00 873,027.00 735,883.00 其他收益 

淳安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2018 年

节能工业循环经济项目补助款 
  40,000.00 其他收益 

工业企业考核奖   190,000.00 其他收益 

技改奖励金   400,000.00 其他收益 

企业研发经费补助   543,800.00 其他收益 

残疾人安置补助 180,980.00 180,980.00 79,684.00 其他收益 

专利补助 147,440.00 147,440.00 211,800.00 其他收益 

零星补助 61,930.27 61,930.27 46,345.19 其他收益 

先进企业奖励 16,000.00 16,000.00 2,000.00 其他收益 

稳岗就业补贴 1,463,075.38 1,463,075.38 6,213,085.39 其他收益 

个税手续费返还 36,551.00 36,551.00 23,284.26 其他收益 

淳安县生态产业促进和服务局 2016 年国

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奖励 
  100,000.00 其他收益 

淳安县生态产业促进和服务局 2019 年创

新项目财政资助 
  70,000.00 其他收益 

淳安县商务局 2018 年度外经贸企业财政

资助奖励资金 
  1,175,800.00 其他收益 

2019 年淳安县“百千万”淳技能领导人才

奖 
  12,000.00 其他收益 

污水零排放示范企业补贴   300,000.00 其他收益 

2018 年度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100,000.00 其他收益 

疫情复工就业补助 48,499.06 48,499.06  其他收益 



种  类 金  额 

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费用损失的金额 

计入当期

损益或冲

减相关成

本费用损

失的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浙江淳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9 年

度人才引育和产业发展奖励 
22,400.00 22,400.00  其他收益 

淳安县商务局 2019 年度外经贸财政奖励 727,800.00 727,800.00  其他收益 

浙江省科技进步奖省级新产品补助 360,000.00 360,000.00  其他收益 

杭州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服务中心“百千

万”高技能领军人才（拔尖技能人才）培

养项目 

50,000.00 50,000.00  其他收益 

杭州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级鲲鹏计划企业

上规模奖励 
1,000,000.00 1,000,000.00  其他收益 

淳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

“百千万”高技能领军人才（优秀技能人

才）奖励 

9,000.00 9,000.00  其他收益 

江苏睢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企业奖

励 
50,000.00 50,000.00  其他收益 

淳安县财政局“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

利民”资金补助 
10,000.00 10,000.00  其他收益 

淳安县发展和改革局能源“双控”补助 4,000.00 4,000.00  其他收益 

成都市龙泉驿区就业服务管理局困难企

业培训补贴 
762,440.00 762,440.00  其他收益 

成都市龙泉驿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良好开

局政府补助 
587,800.00 587,800.00  其他收益 

成都市龙泉驿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规工企

业稳产满产奖励 
100,000.00 100,000.00  其他收益 

成都市龙泉驿区就业服务管理局企业培

训补贴 
518,400.00 518,400.00  其他收益 

产业扶持资金 50,000,000.00 50,000,000.00  其他收益 

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厂房房租减免补助 1,355,471.70 1,355,471.70  其他收益 

合  计 59,821,770.03 59,821,770.03 14,443,557.57 
 

除上述内容更正外，公司 2020 年年报的其他内容不变。因本次补充更正给

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更正后的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更新后）》将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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