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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33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70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安徽尚纬电缆有限公

司、尚纬销售有限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0月 25日，累计获得政府

补助款项人民币 543.13 万元，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累计金额为 527.38

万元，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1.91%。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15.75万元。上述政府补助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收到日期 收款单位 项目名称 类型 补助金额（元） 补助依据 

1 2021.1.27 

安徽尚纬

电缆有限

公司 

岗位培训补

贴 

收益

相关 
52,000.00 

安徽省无为县电线电缆

行业协会文件《关于开

展安徽省电线电缆行业

高、中、初级工鉴定申

报工作的通知》 

2 2021.2.2 

安徽尚纬

电缆有限

公司 

2020 年数字

经济网效之

星奖补 

收益

相关 
500,000.00 

2020 年支持数字经济发

展若干政策资金项目申

报指南《安徽省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支持数字经

济发展若干政策的通

知》（皖政〔2018〕95

号） 

3 2021.2.19 

安徽尚纬

电缆有限

公司 

技能大师工

作室补助 

收益

相关 
50,000.00 

芜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文件《关于公布

2020 年度市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名单的通知》（芜

人社秘〔2021〕1 号） 

4 2021.3.3 
尚纬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企业职

工技能培训

补贴 

收益

相关 
439,500.00 

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乐山市财政局 

《关于做好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专账资金使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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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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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到日期 收款单位 项目名称 类型 补助金额（元） 补助依据 

理工作的通知》（乐人社

办发〔2020〕80 号） 

5 2021.3.12 
尚纬股份

有限公司 
电费补贴 

收益

相关 
74,996.07 

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关于有效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企

业有力有序复工复产，

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的十条政策措施》的通

知  （乐高新开委发

（2020）1 号 ） 

6 2021.3.17 
尚纬股份

有限公司 
贴息补助 

收益

相关 
7,916.67 

7 2021.3.5 

安徽尚纬

电缆有限

公司 

总工会返补

资金 

收益

相关 
28,631.00 

芜湖市总工会《关于下

拨税务代收工会经费省

总本级留成全额返补资

金的通知》（芜工财

[2020]26 号） 

8 2021.4.14 
尚纬股份

有限公司 

企业以工代

训补贴 

收益

相关 
1,083,800.00 

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乐山市财政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以工

代训工作的通知》（川人

社办发（2020）114 号 

9 2021.5.26 
尚纬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

批省级知识

产权专项资

金（高价值

专利育成中

心项目） 

收益

相关 
260,000.00 

乐山市知识产权服务促

进中心《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二批省级知识产权

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

（乐知促发（2021）4

号） 

10 2021.6.10 

安徽尚纬

电缆有限

公司 

企业岗前补

助 

收益

相关 
19,000.00 

无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关于印发《无为

县 2018 年技能脱贫培

训、企业新录用人员岗

前技能培训实施办法》

的 通 知 （ 无 人 社 办

[2018]108 号） 

11 2021.7.26 
尚纬股份

有限公司 

新型学徒培

训补贴 

收益

相关 
312,000.00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在全省推行企业

新型学徒制的通知》（川

人社发（2019）16 号），

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乐山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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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到日期 收款单位 项目名称 类型 补助金额（元） 补助依据 

《关于转发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

厅《关于在全省推行企

业新型学徒制的通知》

的通知》乐人社办发

（2019）164 号 

12 2021.8.10 
尚纬股份

有限公司 

21 年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

地资助 

收益

相关 
200,000.00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关于批准设立

2021 年度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的通知》（川人社

函[2021]469 号 

13 2021.9.8 
尚纬销售

有限公司 

2020-2021年

促进商贸粮

食政策 

收益

相关 
50,000.00 

芜湖市商务局、芜湖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芜

湖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芜湖市促进商贸粮食业

发 展 若 干 政 策 规 定

（2020-2021）实施细则

的 通 知 》（ 芜 商 流

[2021]47 号） 

14 2021.9.9 
尚纬股份

有限公司 

防疫物资生

产设备 

资产

相关 
157,500.00 

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关于有效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企

业有力有序复工复产，

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的十条政策措施》的通

知  （乐高新开委发

（2020）1 号 ） 

15 2021.9.10 

安徽尚纬

电缆有限

公司 

企业岗前补

助（第一期） 

收益

相关 
120,000.00 

无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关于印发《无为

县 2018 年技能脱贫培

训、企业新录用人员岗

前技能培训实施办法》

的 通 知 （ 无 人 社 办

[2018]108 号） 

16 2021.9.10 

安徽尚纬

电缆有限

公司 

企业岗前补

助（第二期） 

收益

相关 
118,000.00 

17 2021.9.14 
尚纬销售

有限公司 

2021 年兑现

新增入库重

点服务业企

业奖励资金 

收益

相关 
8,000.00 

无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无为市统计局《关

于做好2021年兑现新增

入库重点服务业企业、

限上商贸企业、大个体

户奖励资金的通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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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到日期 收款单位 项目名称 类型 补助金额（元） 补助依据 

改综合[2021]70 号） 

18 2021.9.27 

安徽尚纬

电缆有限

公司 

2021 年全省

引才资助奖

补 

收益

相关 
200,000.00 

安徽省财政厅、中共安

徽省委组织部关于印发

《安徽省引才资助奖补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皖财行[2020]1292 号) 

19 2021.10.18 

安徽尚纬

电缆有限

公司 

CNAS 实验

室奖补 

收益

相关 
1,000,000.00 

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芜湖市扶持产业发

展政策（2020-2021 年）

的通知》（芜政[2020]46

号） 

20 2021.10.25 

安徽尚纬

电缆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

“三重 一

创现代医疗 

收益

相关 
750,000.00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下达 2020 年度“三重一

创”支持高新技术企业

成长事项资金计划的通

知》（皖发改产业„2020‟

757 号），芜湖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省

发改委下达 2020 年度

“三重一创”支持高新

技术企业成长事项资金

计划的通知（芜发改产

业[2020]577 号） 

合计 / / / 5,431,343.74 / 

注：以上各项政府补助均已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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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公司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将对公司 2021 年度利润产生

正面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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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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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