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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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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收到山西省财政厅拨付的省级迎

峰度冬保障供气专项资金共计人民币14,500.00万元。现将下属公司收到政府补

助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万元） 获取补助文号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 
2021-2022 年省级迎峰度

冬保障供气专项资金 
14,500.00 晋财建[2021]161号 

二、自2021年7月1日至今获取补助的累计情况 

自2021年7月1日起截止到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已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0%，2021

年7月1日至今获取政府补助累计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元） 获取补助文号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综改区 2020 年度新入统服务业企业奖

励经费 
80,000.00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11,608.00 晋人社厅发[2021]37 号 

灵石县通义天然气

有限责任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4,919.00 灵社保函[2021]1 号 

2020年“四上”企业培育扶持奖励资金 10,000.00 晋中市财行[2021]56 号 

山西晋西北天然气

有限责任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14,953.00 晋人社厅发[2021]37 号 

山西平遥液化天然

气有限责任公司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12,600.00 晋人社厅发[2020]27 号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8,784.00 晋人社发[2015]20 号 

山西寿阳国新热电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21,900.00 晋人社厅发[2020]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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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元） 获取补助文号 

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4,439.00 晋人社厅发[2021]37 号 

忻州市燃气有限公

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39,440.00 晋人社发[2015]20 号 

晋中国新液化天然

气有限公司 

“四上”企业培育扶持奖励专项资金 10,000.00 市统发[2019]9号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7,462.00 晋人社厅发[2021]37 号 

山西临县国新燃气

有限公司 

临县中小企业局首次入规奖励奖金 92,500.00 晋企发[2021]28号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10,212.00 晋人社厅发[2021]37 号 

临县中小企业局首次入规奖励奖金 150,000.00 吕企发[2021]46号 

山西煤层气（天然

气）集输有限公司 

确认综改区 2021年“稳增长”补贴 500,000.00 晋综示发[2021]49 号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119,409.00 晋人社厅发[2021]37 号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

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324,581.00 晋人社厅发[2021]37 号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187,200.00 晋人社厅发[2020]27 号 

山西华新天然气东

部管网有限公司 
增值税即征即退 3,202,544.91  

山西国化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2021 年鼓励

企业入统和“稳增长”的奖励 
500,000.00 晋综示发[2021]49 号 

新兴产业企业培育兑现资金 13,500,000.00 晋综示发[2018]226 号 

首次入选综改区小升规企业奖励 61,700.00 晋企发[2020]26号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2020 年鼓励

企业入统和“稳增长”的奖励 
500,000.00 晋综示发[2020]98 号 

山西国化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 

综改区稳增长 50,000.00 晋综示发[2021]49 号 

综改区稳增长奖励 20,000.00 晋综示发[2020]98 号 

山西国化盛达燃气

有限公司 

长治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升规企业奖励

资金 
100,000.00 长经开[2021]11号 

上党区中小企业 2019年度小升规奖励

奖金 
100,000.00 长上财建[2021]11 号 

上党区 2019 年度首次入规小升规奖励

奖金 
100,000.00 长上中企字[2021]9 号 

山西华新城市燃气

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 1-6月企业“稳增长”奖励款 300,000.00 晋综发[2021]49号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63,984.00 并人社失险发[2020]7号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510.00 晋人社厅发[2021]37 号 

晋中市中心城区洁

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17,194.00 市人社失业函字[2021]91 号 

保供和疫情期间补贴 984,000.00 综示晋开财发[2021]190号 

保供和疫情期间补贴 2,460,000.00 市财预[2021]152 号 

清徐县凯通天然气

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9,243.00 晋人社厅发[2021]37 号 

长治市国新远东燃 2020年小升规潞州区财政局奖励资金 92,500.00 晋企发[2021]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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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元） 获取补助文号 

气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6,552.00 晋人社厅发[2021]37 号 

山西国新中昊盛天

然气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8,697.00 晋人社厅发[2021]37 号 

太谷国新城市燃气

有限公司 

扶持“四上”企业新入库入统 10,000.00 市政办发 2018-54号 

煤改气气价倒挂补贴 2,000,000.00 太政办[2017]第 10次 

忻州五台山风景名

胜区国新能源天然

气有限公司 

首次入规“小升规”工业企业奖补资金 92,500.00 台景财预字二[2021]40号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6,682.00 忻人社发[2021]27 号 

首次入规“小升规”工业企业市级奖励

资金 
100,000.00 台景财预字二[2021]135号 

山西国际电力天然

气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5,524.00 晋人社厅发[2021]37 号 

长子县森众燃气有

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13,401.00 晋人社厅发[2021]37 号 

襄垣县漳江煤层气

（天然气）集输有

限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17,491.00 晋人社厅发[2021]37 号 

山西晋西南天然气

有限责任公司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20,400.00 晋人社厅发[2020]27 号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6,601.00 晋人社厅发[2021]37 号 

山西国新交通服务

有限公司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1,500.00 晋人社厅发[2020]27 号 

    注：上表包含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山西

华新天然气东部管网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2021年度取得的政府补助。 

三、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公司将上述政府补助认

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并按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公司对上述政府补助收入

的会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2 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