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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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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1年 1 月 30日至 2022 年 1 月 19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子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款项共

计 1,536,778,259.73 元,具体明细如下： 

获得补助单位 补贴金额(元) 补贴项目 发放主体 收到补助时间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6,149,528.39 个税手续费返还 北京昌平国库 2021-2-22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11,057,300.00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财政扶持 
昆山市经济发展局 2021-4-27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43,929,800.00 产业创新专项资金 昆山市经济发展局 2021-6-3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6,109,000.00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专项财政扶持 
昆山市经济发展局 2021-9-1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59,391,400.00 产业扶持资金 昆山市经济发展局 2021-9-30 



获得补助单位 补贴金额(元) 补贴项目 发放主体 收到补助时间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7,177,500.00 
制造基础技术与关键

部件奖励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发展

促进中心 
2021-12-16 

三一重机（重庆）有限

公司 
23,120,000.00 产业扶持资金 两江新区财政局 2021-12-1 

上海三一重机股份有限

公司 
8,033,628.46 财政扶持款 上海市临港政府 2021-4-15 

上海三一重机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00.00 产业扶持资金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

会 

2021-10-27 

上海三一重机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000.00 财政扶持款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税

务局 

2021-12-19 

北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

公司 
94,499,826.30 增值税即征即退 北京市昌平区税务局 2021年全年 

上海华兴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44,413,000.00 财政扶持款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2021-5-27 

上海华兴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5,316,000.00 2020年度高转补助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税

务局 

2021-12-7 

上海华兴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193,419,480.84 增值税即征即退 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 2021年全年 

珠海三一湾区科技有限

公司 
7,700,000.00 产业扶持资金 

横琴新区科技创新和商务

局 
2021-6-28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22,358,706.59 增值税即征即退 长沙县税务局 2021-3-1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26,620,300.00 财政扶持资金 长沙县经开区财政局 2021-8-17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54,120,726.36 增值税即征即退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库 2021-11-24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10,000,000.00 研发奖补资金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库 2021-12-30 

三一汽车制造涟源分公

司 
10,895,700.00 产业扶持资金 涟源市财政局 2021-8-17 

三一汽车制造涟源分公

司 
8,000,000.00 产业扶持资金 涟源市财政局 2021-12-28 



获得补助单位 补贴金额(元) 补贴项目 发放主体 收到补助时间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常德分公司 
16,580,000.00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补助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

局 
2021-2-8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常德分公司 
12,000,000.00 产业扶持资金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

局 
2021年全年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益阳分公司 
10,000,000.00 财源建设扶持资金 益阳高新区财政局 2021-10-29 

三一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67,452,300.00 产业扶持资金 邵阳市双清区管委会 2021-9-30 

三一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62,850,000.00 产业扶持资金 邵阳市双清区管委会 2021-11-5 

三一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152,200,000.00 产业扶持资金 邵阳市双清区管委会 2021-11-15 

三一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57,976,100.32 增值税即征即退 邵阳市双清区税务局 2021年全年 

湖南三一中阳机械有限

公司 
5,216,800.00 财源建设资金 益阳高新区财政局 2021-12-29 

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

公司 
36,260,000.00 产业扶持资金 

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 
2021-2-7 

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

公司 
50,000,000.00 产业扶持资金 

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 
2021-6-25 

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

公司 
59,606,055.30 增值税即征即退 

国家税务总局宁乡市税务

局 
2021-7-12 

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

公司 
16,052,000.00 产业扶持资金 宁乡市财政局 2021-9-7 

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

公司 
20,000,000.00 产业扶持资金 

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 
2021-10-28 

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

公司 
30,000,000.00 产业扶持资金 宁乡市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2021-12-16 

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

公司 
10,000,000.00 

2021年企业研发财

政奖补资金 
宁乡市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2021-12-21 

湖南三一塔式起重机械

有限公司 
5,000,000.00 产业扶持资金 

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财

政局 
2021-9-27 



获得补助单位 补贴金额(元) 补贴项目 发放主体 收到补助时间 

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 10,700,000.00 产业扶持资金 湖州市财政局 2021-5-14 

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 27,226,456.17 产业扶持资金 吴兴区财政局 2021-10-12 

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 16,000,000.00 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湖州市吴兴区财政局、湖

州市吴兴区发展改革和经

济信息化局 

2021-12-6 

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 58,315,798.01 增值税即征即退 湖州市吴兴区税务局 2021年全年 

其他单笔 500万元以下

补贴（252笔） 
146,030,852.99 / / / 

合计 1,536,778,259.73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上述补

贴资金,计入与收益相关的会计核算科目,具体会计处理以注册会计

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