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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收到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及其他政府

补助合计金额 34,232,450.01 元，扣除对子公司少数股东的影响金额 2,006,976.48

元后的金额为 32,225,473.53 元，具体情况如下： 

1 、根据依据财税〔2015〕78 号《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

优惠目录>的通知》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销售自产

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本期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公司及公司持股 75%股权

的子公司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累计收到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 29,243,026.30 元，

扣除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影响金额 2,006,445.39 元后的金额为 27,236,580.93 元，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8.73%。 

2、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

告披露日共计获得其他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4,989,423.71 元，扣除控股子

公司少数股东的影响金额 531.10 元后的金额为 4,988,892.61 元，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60%。 

上述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及其他政府补助合计金额为 34,232,450.01

元，扣除对子公司少数股东的影响金额 2,006,976.48 元后的金额为 32,225,473.53

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0.33%。 

上述补助合计金额为以现金形式补助，补助资金已全部到账。 

政府补助的具体明细如下表： 



序

号 
获得补助的主体 

提供补助的主

体 
补助项目 

收到补助

时间 
补助金额（元） 政策依据 

计入会计

科目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是否具

备可持

续性 

1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2021/2/2 68,918.95  财行[ 2019]11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2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1/2/25 1,534,817.79  财税[ 2015]78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3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1/3/19 3,310,856.87  财税[ 2015]78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4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1/4/23 616,272.71  财税[ 2015]78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5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1/5/27 4,841,918.63  财税[ 2015]78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6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1/6/28 9,539,650.46  财税[ 2015]78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7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1/7/21 1,373,728.35  财税[2015]78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8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1/1/28 1,878,446.26  财税[ 2015]78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9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1/2/23 643,911.88  财税[ 2015]78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10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2021/2/2 1,844.42  财行[ 2019]11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11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1/3/19 1,477,459.24  财税[ 2015]78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12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1/5/27 1,176,608.08  财税[ 2015]78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13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1/6/28 2,622,202.67  财税[ 2015]78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14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税控系统维护费全额抵减 2021/6/19 280.00  财税[2012]15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15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1/7/21 227,153.36  财税[ 2015]78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16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 2021/1/28 439,765.65  财税[ 2016]52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17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平湖市人民政

府曹桥街道办

事处 

2020 年智慧消防工程安装补助 2021/1/19 18,434.00  

曹桥街道办事处

主任办公会议纪

要（2019）第 12

期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18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2021/2/4 4,496.56  财行[ 2019]11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19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平湖市人民政 垃圾分类设施补贴 2021/2/4 13,536.00  曹街[ 2018]83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府曹桥街道办

事处 

20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 2021/3/5 806,400.00  财税[ 2016]52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21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 2021/4/7 784,800.00  财税[ 2016]52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22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 2021/5/12 806,400.00  财税[ 2016] 52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23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 2021/6/1 806,400.00 财税[ 2016]52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24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 2021/7/7 799,200.00 财税[ 2016]52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是 

25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平湖市民政局 
民政及 2020 年度超比例安置奖励

金 
2021/7/21 32,400.00 

平政发[ 2019]130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26 南京景兴纸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溧水区

财政局国库支

付中心 

南京市工业企业技术装备投入普惠

性奖补项目 
2021/2/2 333,000.00  

南京溧水开发区

发展先进制造业

补助政策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27 南京景兴纸业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2021/2/8 1,639.74  财行[ 2019]11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28 南京景兴纸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社会保

险管理中心 
单位职业培训补贴 2021/4/29 4,500.00  

宁人社[2021]16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29 南京景兴纸业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付航天信息认证费 2021/4/22 280.00  财税[2012]15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30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2021/2/5 14,244.48  财行[ 2019]11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31 平湖市景兴物流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 2021/1/19 10,579.11  

财政部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32 平湖市景兴物流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 2021/2/22 5,071.76  

财政部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33 平湖市景兴物流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2021/2/2 1,664.21  财行[ 2019]11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34 平湖市景兴物流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 2021/3/15 5,239.07  
财政部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2019 年第 39 号 

35 平湖市景兴物流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税控系统维护费全额抵减 2021/3/10 280.00  财税[2012]15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36 平湖市景兴物流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 2021/4/15 5,872.30  

财政部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37 平湖市景兴物流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 2021/5/18 8,175.56  

财政部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38 平湖市景兴物流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 2021/6/16 6,480.94  

财政部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39 平湖市景兴物流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 2021/7/12 8,132.07  

财政部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40 浙江景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2021/2/2 1,375.14  财行[ 2019]11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41 浙江景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平湖税务局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增

值税部分 
2021/2/2 13.75  财行[ 2019]11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否 

合计  34,232,450.01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政府补助是公司从政

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

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之外的政府补助。 

前述收到的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1） 政府补助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 公司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

附的条件；2) 公司能够收到政府补助。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

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

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 

（2）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对于同时包含与资产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的政府补助，难以区分与资产相关

或与收益相关的，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

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

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

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3）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

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4) 政策性优惠贷款贴息的会计处理方法 

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公司的，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公司及合并报告范围内子公司收到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

及其他政府补助合计金额为 34,232,450.01 元，扣除对子公司少数股东的影响金额

2,006,976.48 元后的金额为 32,225,473.53 元，预计增加公司 2021 年度利润总额

约 32,225,473.53 万元，具体对公司 2021 年度利润总额的最终影响金额以审计机构

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合理

合规的使用政府补助资金，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益。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或资产转移证明 

3、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