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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6 月，累计收到各项政府补助资金人民币 18,076,775.93 元，现将具体情况分

别列示如下： 

一、获得补助基本情况 

序

号 
所属公司 名称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元） 
政策依据 

是否与公司

日常经营活

动相关 

会计处理 

1 公司 
绍兴市科学技术局补贴

款 
2021.01.08 300,000.00 

外专发（2010）87 号、

外专发（2008）2 号、

外专发（2006）156 号 

是 其他收益 

2 公司 
失业保险基金技能培训

（项目制）培训补贴 
2021.01.08 64,500.00  是 其他收益 

3 公司 2018 经济奖励 2021.02.04 30,000.00 店政〔2018〕27 号 是 其他收益 

4 公司 2018 经济奖励 2021.02.04 200,000.00 店政〔2018〕27 号 是 其他收益 

5 公司 2018 经济奖励 2021.02.04 100,000.00 店政〔2018〕27 号 是 其他收益 

6 公司 2018 经济奖励 2021.02.04 10,000.00 店政〔2018〕27 号 是 其他收益 

7 公司 2018 经济奖励 2021.02.04 653,100.00 店政〔2018〕27 号 是 递延收益 

8 公司 
暨阳 533 英才计划创新

创业项目资助资金 
2021.02.04 188,200.00 

“暨阳 533 英才计划”

创新人才资助资金申

请表 

是 其他收益 

9 公司 
名士之乡英才计划领军

型团队资助资金 
2021.02.04 2,000,000.00  是 其他收益 

10 公司 
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

目资助资金 
2021.02.04 900,000.00  是 其他收益 



11 公司 诸暨市店口镇人民政府 2021.02.05 50,000.00  是 其他收益 

12 公司 
经信局付省内首台（套）

产品奖励 
2021.02.05 500,000.00 

浙经信装备〔2019〕180 

号 
是 其他收益 

13 公司 2019 经济奖励 2021.02.10 30,000.00 

关于加快推进店口镇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政策意见 

是 其他收益 

14 公司 
2019 四个百项重点技改

示范项目 
2021.03.05 5,961,500.00 诸振办〔2019〕2 号 是 递延收益 

15 公司 
2020 年开放型经济参展

补贴 
2021.03.08 67,200.00 诸振办〔2019〕2 号 是 其他收益 

16 公司 2020 年奖励 2021.03.16 26,000.00 
市委办综〔2020〕17

号 
是 其他收益 

17 公司 高企认定 2021.03.25 100,000.00 鼓励企业复工复产 是 其他收益 

18 公司 省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2021.03.31 300,000.00 市委〔2018〕24 是 递延收益 

19 公司 
省重点高新技术产品开

发项目 
2021.03.31 50,000.00 

粤科资字(2021 J 23 

号 
是 递延收益 

20 公司 省内首台（套）产品奖励 2021.03.31 500,000.00 市委办〔2020）23 号 是 其他收益 

21 公司 
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 
2021.04.30 350,000.00 市委办〔2020）23 号 是 其他收益 

22 公司 第一期人才工作科奖 2021.06.29 35,000.00 
浙财科教（2021）11

号 
是 其他收益 

23 公司 2020 年度设备投入奖 2021.06.15 1,480,000.00 绍市科 2021  3 号 是 递延收益 

24 陕西万安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款 2021.03.25 180,000.00  是 其他收益 

25 陕西万安 以工代训预付款 2021.05.26 41,580.00  是 其他收益 

26 万宝机械 
2020 年度设备投入奖补

预兑现 
2021.06.15 620,000.00  市委办（2020）23 号 是 递延收益 

27 万安泵业 
店口镇人民政府机器换

人奖励 
2021.02.04 8,000.00  店政[2018]27 号 是 其他收益 

28 万安泵业 
店口镇人民政府高新技

术企业奖励 
2021.02.10 80,000.00  

关于加快推进店口镇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政策意见 

是 其他收益 

29 万安泵业 省内首台（套）奖励 2021.03.31 500,000.00 市委办【2020】23 号 是 其他收益 

30 万安泵业 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2021.03.31 300,000.00 市委办【2020】23 号 是 递延收益 

31 万安泵业 
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

生奖励 
2021.04.13 3,435.88 

浙人社发【2021】16

号 
是 其他收益 



32 安徽万安 

长丰县财政 2020 年上半

年工业固定资产奖补类

技改项目补贴 

2021.02.04 709,600.00 

合政办（2020）6 号和

合经信法规（22020）

114 号 

是 递延收益 

33 安徽万安 2020 年技术改造补助 2021.02.04 859,400.00 

合经信投资（2017）214

号和合经信投资

（2020）115 号 

是 递延收益 

34 安徽万安 
2020 年下半年技术改造

补助 
2021.03.02 331,200.00 

合政办（2020）6 号和

合经信法规（22020）

114 号 

是 递延收益 

35 安徽万安 
中小微企业稳岗补贴收

入 
2021.03.08 36,531.91 

 
是 

营业外收

入 

36 安徽万安 

2021 年企业贫困劳动者

公益性岗位社保补贴和

岗位补贴 

2021.04.12 12,238.32 长人社（2014）325 号 是 
营业外收

入 

37 广西万安 

收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1 年

企业外地留柳过节人员

发放资金 

2021.2.10 119,000.00  柳政规（2021）1 号 是 其他收益 

38 广西万安 

收柳州市财政国库支付

中心 2021 年双升高企补

助 

2021.4.2 70,000.00  柳发（2021）1 号 是 其他收益 

39 广西万安 

收柳州市就业服务中心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

账户柳东新区以工代训

第四批 2020.7-12 月 

2021.4.29 14,500.00  柳人社发（2020.75 号） 是 其他收益 

40 广西万安 

收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高企扶

持资金 

2021.6.10 200,000.00  是 其他收益 

41 广西万安 
收柳州市财政国库支付

中心 2021 年研发奖补 
2021.6.24 78,736.00 

桂工信汽车（2020）264

号 
是 其他收益 

42 博胜部件 
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

生社保补贴 
2021.04.23 5,153.82 

浙人社发【2021】16

号 
是 其他收益 

43 上海万暨 2018 经济奖励 2021.02.07 11,900.00 店政[2018]27 号 是 其他收益 

合计  18,076,775.93  
 

 

注：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万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简称“安徽万安”）； 

    公司控股孙公司广西万安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简称“广西万安”）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公司（简称“万宝机械”）；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简称“万安泵业”）； 

    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万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简称“陕西万安”）；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万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万暨”）；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博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简称“博胜部件”）。 

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以上政府补助均系现金形式的补助。截止本公告日，上

述补助资金已经全部到账，上述政府补助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定，合理合规的使用政府

补助资金，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使用。 

2、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等有关的规定，公司拟将上述政

府补助 11,264,799.88 元计入递延收益，48,770.23 元计入营业外收入，6,763,205.82

元计入其他收益，最终的会计处理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三、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需以审计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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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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