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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的鉴证报告 

 

中汇会鉴[2021]6980号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赛龙公司)

管理层编制的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2018-2020 年度以及 2021 年

1-6月)及其附注(以下简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聚赛龙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聚赛龙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

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二、管理层的责任 

聚赛龙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

益(2008)》的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聚赛龙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明细

表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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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执

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检查、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

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聚赛龙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如实反映了聚赛龙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

性损益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报告日期：2021年 9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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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编制单位：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1年 1-6月 2020 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8,812.75 -870,288.32 - 2,844.3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

返还、减免 
- -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520,496.99 3,408,115.01 6,261,714.49 4,901,141.4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 - - -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合并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 -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 - -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 - - 15,656.15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 - - - 

债务重组损益 - - - -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 - - -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 - -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 - -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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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1年 1-6月 2020 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 -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

取得的投资收益 

- - 2,885.94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转回 
200,000.00 - -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 - - -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 - - -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

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 - -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 -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50 -222,293.25 -280,181.38 -231,706.2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8,338.32 82,322.37 - 38,150.35 

小    计 5,807,611.56 2,397,855.81 5,984,419.05 4,726,085.99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减少以“-”表示) 869,115.96 359,232.62 906,328.96 734,079.86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938,495.60 2,038,623.19 5,078,090.09 3,992,006.13 



                                                                                     

3-2-5-7 

项  目  2021年 1-6月 2020 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减：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938,495.60 2,038,623.19 5,078,090.09 3,992,006.13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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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2018年 1月 1日-2021年 6月 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1．政府补助明细情况 

项  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 - - - 500,000.00 

其他收益-政府补助 5,520,496.99 3,408,115.01 6,261,714.49 4,401,141.42 

合 计 5,520,496.99 3,408,115.01 6,261,714.49 4,901,141.42 

2．主要政府补助种类、金额、批准文件和文号情况说明 

(1)2021年 1-6月 

序

号 
内  容 金  额 批准机关 文件依据 

1 

基于激光直接成型技术

的 PC/ABS 合金材料的研

究和开发 

6,000.00 

广州市科学技术

局、广州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广州市

财政局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 2019 年创新环境建设

计划项目经费(第八批)的通知》、穗科创字(2018)224

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 年创新环

境建设计划项目经费(第七批）的通知》、穗科创字

(2017)73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17 年科技创新人才专项项目经费(第一

批)的通知》 

2 

年产六万吨高性能热塑

性工程塑料自动化生产

基地扩建技术改造项目 

180,817.24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委员会、广州市

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8)1494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

州市财政局关于 2018 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

(普惠性)专题资金相关安排的通知》、穗工信函

(2017)2213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财政

局关于 2017 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惠性)

专题资金相关安排的通知》、穗工信函(2017)1876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 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企业技

术改造-事后奖补专题)第一批安排计划的通知》、穗

工信函(2016)1547号《市工信委、市财政局关于 2016

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惠性)专题资金相

关安排的通知》、穗工信函[2016]1499 号《2016 年

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企业技术改造方向

——事后奖补专题)安排计划的通知》、穗工信函

[2015]955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广州市

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5 年市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第

一批技术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 

3 

2018 年广州市"中国制造

2025"产业发展资金-工

业企业技术改造及产业

化项目补助 

161,695.38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委员会、广州市

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8)1133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

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8年广州市“中国制造 2025”

产业发展资金技术改造专题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及产

业化方向项目计划的通知》 

4 

汽车内饰用纳米改性聚

丙烯复合材料产业化关

键技术开发 

27,499.94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

员会、广州市财政

局 

穗科创字(2018)190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

下达 2018 年对外科技合作计划项目经费(第二批)的

通知》、穗科创字(2017)108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

员会、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 年产学研协同创

新重大专项项目经费(第二批)的通知》 

5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补助

资金 
18,475.00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

政府办公室 

从府办复(2018)368号《从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中央财政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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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内  容 金  额 批准机关 文件依据 

6 

聚丙烯腈(PAN)基碳纤维

改性聚酰胺复合材料的

研究开发与产业化 

50,000.00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

员会、广州市财政

局、广州市工业和

信息化委员会 

穗科创字(2017)109 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广

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 年产学研协同创新重大专

项项目经费(第三批)的通知》、穗工信函[2016]300

号《2016 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企业技术

中心专题等项目的通知》 

7 
免喷涂易清洁聚丙烯复

合材料 
100,000.00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委员会、广州市

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6)300号《广州市工信委、广州市财政

局关于转下达 2016 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资

金企业技术中心专题等项目的通知》 

8 

聚赛龙高性能改性工程

塑料自动化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 

72,500.16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委员会、广州市

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6)1274 号《市工信委、市财政局关于下

达2016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企业转型

升级方向-设备更新专题)的通知》 

9 
LED 用高性能导热聚苯硫

醚复合材料的开发资金 
60,000.00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

化局、广州市财政

局 

穗科信字[2014]351号《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广

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4年产学研专项经费(第四

批)的通知》 

10 激光研发服务平台 22,500.00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

政府办公室 

从府办复[2015]805号《从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同意从化区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新材料)2014年

外经贸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的复函》 

11 
广州市企业技术中心补

助 
25,000.00 

广州市经济贸易委

员会、广州市财政

局 

穗经贸[2014]1112号《广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广州

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4 年市战略性主导产业发展资

金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 

12 
从化市财政局项目扶持

资金 
40,000.00 

从化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 

从府办复[2013]430号《从化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同

意给予聚赛龙公司项目资金扶持的复函》 
13 

从化市科技局战略性产

业三通一平资金 
19,500.00 

14 

广州市热塑性功能高分

子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

建设资金 

31,000.00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

化局、广州市财政

局 

穗科信字[2014]186号《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广

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4年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第

二批)的通知》 

15 
外经贸局科技兴贸创新

基地专项资金 
12,500.00 

广州市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局 

穗外经贸技函[2013]79号《广州市外经贸局关于做好

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16 
广州市难题招贤 2014 对

外科技合作专项资金 
15,000.00 

广州市科技与信息

化局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17 
广东省外贸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资金 
14,519.14 广州市财政局 

穗财经[2014]7号《广州市财政局关于拨付 2013 年广

东省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资金的通知》 

18 

2020 年广州市促进工业

和信息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资金项目 

84,466.02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穗工信函[2020]43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下

达 2020年广州市促进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资金(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专题)项目计划

的通知》 

19 
从化区战略新兴产业发

展扶持专项资金 
7,540.11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

政府办公室 

从府办[2018]5号《从化区促进重点产业发展扶持措

施》 

20 

2020 年广州市促进工业

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项

目(广州市重点新材料首

批次应用示范奖励)第二

批项目 

4,000,000.00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穗工信函[2021]94号《2020 年广州市促进工业和信

息化高质量发展项目(广州市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

示范奖励)第二批项目的通知》 

21 
2021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552,400.00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下发 

穗工信函[2021]97号《2021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项目计划

的通知》 

22 其  他 19,084.00    

小  计 5,520,496.99   

(2)2020年度 

序

号 
内  容 金  额 批准机关 文件依据 

1 

基于激光直接成型技术

的 PC/ABS 合金材料的研

究和开发 

12,000.00 

广州市科学技术

局、广州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广州市

财政局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 2019 年创新环境建设

计划项目经费(第八批)的通知》、穗科创字(2018)224

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 年创新环

境建设计划项目经费(第七批）的通知》、穗科创字

(2017)73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17 年科技创新人才专项项目经费(第一

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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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内  容 金  额 批准机关 文件依据 

2 

年产六万吨高性能热塑

性工程塑料自动化生产

基地扩建技术改造项目 

361,634.49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委员会、广州市

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8)1494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

州市财政局关于 2018 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

(普惠性)专题资金相关安排的通知》、穗工信函

(2017)2213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财政

局关于 2017 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惠性)

专题资金相关安排的通知》、穗工信函(2017)1876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 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企业技

术改造-事后奖补专题)第一批安排计划的通知》、穗

工信函(2016)1547号《市工信委、市财政局关于 2016

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惠性)专题资金相

关安排的通知》、穗工信函[2016]1499 号《2016 年

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企业技术改造方向

——事后奖补专题)安排计划的通知》、穗工信函

[2015]955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广州市

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5 年市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第

一批技术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 

3 

2018 年广州市"中国制造

2025"产业发展资金-工

业企业技术改造及产业

化项目补助 

323,390.76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委员会、广州市

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8)1133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

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8年广州市“中国制造 2025”

产业发展资金技术改造专题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及产

业化方向项目计划的通知》 

4 

汽车内饰用纳米改性聚

丙烯复合材料产业化关

键技术开发 

54,999.87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

员会、广州市财政

局 

穗科创字(2018)190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

下达 2018 年对外科技合作计划项目经费(第二批)的

通知》、穗科创字(2017)108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

员会、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 年产学研协同创

新重大专项项目经费(第二批)的通知》 

5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补助

资金 
36,950.00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

政府办公室 

从府办复(2018)368号《从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中央财政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问题的复函》 

6 

聚丙烯腈(PAN)基碳纤维

改性聚酰胺复合材料的

研究开发与产业化 

100,000.00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

员会、广州市财政

局、广州市工业和

信息化委员会 

穗科创字(2017)109 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广

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 年产学研协同创新重大专

项项目经费(第三批)的通知》、穗工信函[2016]300

号《2016 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企业技术

中心专题等项目的通知》 

7 
免喷涂易清洁聚丙烯复

合材料 
200,000.00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委员会、广州市

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6)300号《广州市工信委、广州市财政

局关于转下达 2016 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资

金企业技术中心专题等项目的通知》 

8 

聚赛龙高性能改性工程

塑料自动化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 

145,000.32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委员会、广州市

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6)1274 号《市工信委、市财政局关于下

达2016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企业转型

升级方向-设备更新专题)的通知》 

9 
LED 用高性能导热聚苯硫

醚复合材料的开发资金 
120,000.00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

化局、广州市财政

局 

穗科信字[2014]351号《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广

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4年产学研专项经费(第四

批)的通知》 

10 激光研发服务平台 45,000.00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

政府办公室 

从府办复[2015]805号《从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同意从化区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新材料)2014年

外经贸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的复函》 

11 
广州市企业技术中心补

助 
50,000.00 

广州市经济贸易委

员会、广州市财政

局 

穗经贸[2014]1112号《广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广州

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4 年市战略性主导产业发展资

金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 

12 
从化市财政局项目扶持

资金 
80,000.00 

从化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 

从府办复[2013]430号《从化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同

意给予聚赛龙公司项目资金扶持的复函》 
13 

从化市科技局战略性产

业三通一平资金 
39,000.00 

14 

广州市热塑性功能高分

子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

建设资金 

62,000.00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

化局、广州市财政

局 

穗科信字[2014]186号《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广

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4年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第

二批)的通知》 

15 
外经贸局科技兴贸创新

基地专项资金 
25,000.00 

广州市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局 

穗外经贸技函[2013]79号《广州市外经贸局关于做好

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16 
广州市难题招贤 2014 对

外科技合作专项资金 
30,000.00 

广州市科技与信息

化局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17 
广东省外贸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资金 
29,038.29 广州市财政局 

穗财经[2014]7号《广州市财政局关于拨付 2013 年广

东省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资金的通知》 

18 

2020 年广州市促进工业

和信息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资金项目 

889,000.00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穗工信函[2020]43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下

达 2020年广州市促进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资金(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专题)项目计划

的通知》 



                                                                                     

3-2-5-11 

序

号 
内  容 金  额 批准机关 文件依据 

19 
2020 年度广州市专利资

助资金(第二批) 
73,600.00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穗市监规字[2019]1号《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州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专利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和穗市监促[2019]394号《广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0 年广州市专利资助资金申报

指南的通知》 

20 
2020 年度广州市专利资

助资金(第三批) 
7,600.00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穗市监规字[2019]1号《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州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专利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和穗市监促[2019]394号《广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0 年广州市专利资助资金申报

指南的通知》 

21 
2020 年企业创新计划项

目经费(第六批) 
400,000.00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穗财教[2020]90 号《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追加 2020年

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高新技术认定通知奖励）的

通知》 

22 

广州市科技创新小巨人

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行动方案 

200,000.00 

广州市从化区科技

工业商务和信息

化局 

穗府办函[2015]127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广州市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行动方案的通知》 

23 

聚赛龙高性能改性工程

塑料生产基地的自动化

生产改造项目 

42,233.01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穗工信函[2020]232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

下达 2020 年广州市促进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专题(第二批)项目计划的通知》 

24 其  他 81,668.27   

小  计 3,408,115.01   

(3)2019年度 

序

号 
内  容 金  额 批准机关 文件依据 

1 
高成长企业贷款贴息

补助 
1,000,000.00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穗工信函(2019)620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

于下达 2019 年广州市“中国制造 2025”产业发展

资金(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专题)项目计划的

通知》 2 融资租赁补助 347,000.00 

3 
2017 年企业研发经费

投入后补助专项资金 
948,000.00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穗科字[2019]73 号《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

2019 年广州市企业创新能力建设计划项目经费(第

二批)的通知》 

4 

2016 年企业研发经费

投入后补助专项项目

经费 

564,500.00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

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科创字(2017)51 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广

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 年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后

补助专项项目经费的通知》 

5 

基于激光直接成型技

术的 PC/ABS 合金材料

的研究和开发 

292,000.00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广

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 2019 年创新环境建

设计划项目经费(第八批)的通知》、穗科创字

(2018)224 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 年创新环境建设计划项目经费(第七批）的通

知》、穗科创字(2017)73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

会、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 年科技创新人才

专项项目经费(第一批)的通知》 

6 科技信贷贴息补贴 274,300.00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穗科字(2019)249 号《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

2019 年科技与金融结合计划项目经费(第二批)的

通知》 

7 

2017 年度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通过奖励项目

经费 

240,000.00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 2019 年企业创新能

力建设计划项目经费(第八批)的通知》 

8 
企业创新能力建设计

划项目经费 
160,000.00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穗科字(2019)45 号《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

2019 年企业创新能力建设计划项目经费(第一批)

的通知》 

9 
2017 年科技发展专项

资金 
100,000.00 广东省财政厅 

粤财教(2017)117号《关于下达 2017年科技发展专

项资金(科技奖励资金)的通知》 

10 

年产六万吨高性能热

塑性工程塑料自动化

生产基地扩建技术改

造项目 

361,635.00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8)1494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 2018 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

奖补(普惠性)专题资金相关安排的通知》、穗工信

函(2017)2213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

财政局关于2017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

惠性)专题资金相关安排的通知》、穗工信函

(2017)1876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财

政局关于下达 2017 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

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专题)第一批安

排计划的通知》、穗工信函(2016)1547 号《市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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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市财政局关于 2016 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

奖补(普惠性)专题资金相关安排的通知》、穗工信

函[2016]1499 号《2016 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

专项资金(企业技术改造方向——事后奖补专题)

安排计划的通知》、穗工信函[2015]955 号《广州

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5 年市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第一批技术改造

项目计划的通知》 

11 

2018 年广州市"中国制

造 2025"产业发展资金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及

产业化项目补助 

323,390.75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8)1133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广州市“中国制造

2025”产业发展资金技术改造专题工业企业技术改

造及产业化方向项目计划的通知》 

12 

汽车内饰用纳米改性

聚丙烯复合材料产业

化关键技术开发 

580,000.00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

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科创字(2018)190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

于下达 2018年对外科技合作计划项目经费(第二

批)的通知》、穗科创字(2017)108 号《广州市科技

创新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年产学

研协同创新重大专项项目经费(第二批)的通知》 

13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补

助资金 
36,950.00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 

从府办复(2018)368号《从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中央

财政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问题的复函》 

14 

聚丙烯腈(PAN)基碳纤

维改性聚酰胺复合材

料的研究开发与产业

化 

100,000.00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

会、广州市财政局、广

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 

穗科创字(2017)109 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 年产学研协同创新重

大专项项目经费(第三批)的通知》、穗工信函

[2016]300号《2016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

资金企业技术中心专题等项目的通知》 

15 
免喷涂易清洁聚丙烯

复合材料 
200,000.00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6)300号《广州市工信委、广州市财

政局关于转下达 2016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

项资金企业技术中心专题等项目的通知》 

16 

聚赛龙高性能改性工

程塑料自动化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 

145,000.00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6)1274 号《市工信委、市财政局关于

下达2016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企业

转型升级方向-设备更新专题)的通知》 

17 

LED 用高性能导热聚苯

硫醚复合材料的开发

资金 

120,000.00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

局、广州市财政局 

穗科信字[2014]351号《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4年产学研专项经费(第

四批)的通知》 

18 激光研发服务平台 45,000.00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 

从府办复[2015]805号《从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同意从化区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新材

料)2014年外经贸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的复函》 

19 
广州市企业技术中心

补助 
50,000.00 

广州市经济贸易委员

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经贸[2014]1112号《广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广

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4年市战略性主导产业发

展资金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 

20 
从化市财政局项目扶

持资金 
80,000.00 

从化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 

从府办复[2013]430号《从化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同意给予聚赛龙公司项目资金扶持的复函》 
21 

从化市科技局战略性

产业三通一平资金 
39,000.00 

22 

广州市热塑性功能高

分子复合材料重点实

验室建设资金 

62,000.00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

局、广州市财政局 

穗科信字[2014]186号《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4 年重点实验室专项经

费(第二批)的通知》 

23 
外经贸局科技兴贸创

新基地专项资金 
25,000.00 

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局 

穗外经贸技函[2013]79号《广州市外经贸局关于做

好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

知》 

24 

广州市难题招贤 2014

对外科技合作专项资

金 

30,000.00 
广州市科技与信息化

局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25 
广东省外贸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资金 
29,038.74 广州市财政局 

穗财经[2014]7号《广州市财政局关于拨付 2013

年广东省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资金的通知》 

26 其  他 108,900.00   

小  计 6,261,714.49   

(4)2018年度 

序

号 
内  容 金  额 批准机关 文件依据 

1 
2018 年广州市"中国制

造 2025"产业发展资金
1,000,000.00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8)896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广州市“中国制造



                                                                                     

3-2-5-13 

序

号 
内  容 金  额 批准机关 文件依据 

-高成长企业补助项目

补助 

2025”产业发展资金(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专

题)项目计划的通知》 

2 

2017 年广东度省企业

研究开发省级财政补

助 

897,600.00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

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科创字(2018)64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广

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广东省 2017 年度企业研究开

发省级财政补助项目计划的通知》 

3 

2018 年广州市科技与

金融结合专项补助-科

技企业上市(挂牌)补

贴 

500,000.00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

会 

穗科创规字(2017)3 号《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

办法》 

4 

2018 年广州市"中国制

造 2025"产业发展资金

-融资租赁补助项目补

助 

481,300.00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8)896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广州市“中国制造

2025”产业发展资金(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专

题)项目计划的通知》 

5 

2017 年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与市科技创新小

巨人企业奖补项目市

级经费 

200,000.00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

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科创字(2017)342 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 年科技创新企业发展

专项项目经费(第五批)的通知》 

6 

基于激光直接成型技

术的 PC/ABS 合金材料

的研究和开发 

32,000.00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

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科创字(2018)224 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

于下达 2018 年创新环境建设计划项目经费(第七

批）的通知》、穗科创字(2017)73 号《广州市科技

创新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 年科技

创新人才专项项目经费(第一批)的通知》 

7 

年产六万吨高性能热

塑性工程塑料自动化

生产基地扩建技术改

造项目 

497,143.34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8)1494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 2018 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

奖补(普惠性)专题资金相关安排的通知》、穗工信

函(2017)2213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

财政局关于2017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

惠性)专题资金相关安排的通知》、穗工信函

(2017)1876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财

政局关于下达 2017 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

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专题)第一批安

排计划的通知》、穗工信函(2016)1547 号《市工信

委、市财政局关于 2016 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

奖补(普惠性)专题资金相关安排的通知》、穗工信

函[2016]1499 号《2016 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

专项资金(企业技术改造方向——事后奖补专题)

安排计划的通知》、穗工信函[2015]955 号《广州

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5 年市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第一批技术改造

项目计划的通知》 

8 

2018 年广州市"中国制

造 2025"产业发展资金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及

产业化项目补助 

133,209.66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8)1133 号《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广州市“中国制造

2025”产业发展资金技术改造专题工业企业技术改

造及产业化方向项目计划的通知》 

9 

汽车内饰用纳米改性

聚丙烯复合材料产业

化关键技术开发 

130,000.00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

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科创字(2018)190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

于下达 2018年对外科技合作计划项目经费(第二

批)的通知》、穗科创字(2017)108 号《广州市科技

创新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年产学

研协同创新重大专项项目经费(第二批)的通知》 

10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补

助资金 
6,158.33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 

从府办复(2018)368 号《从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中央

财政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问题的复函》 

11 

聚丙烯腈(PAN)基碳纤

维改性聚酰胺复合材

料的研究开发与产业

化 

100,000.00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

会、广州市财政局、广

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 

穗科创字(2017)109 号《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 年产学研协同创新重

大专项项目经费(第三批)的通知》、穗工信函

[2016]300号《2016 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

资金企业技术中心专题等项目的通知》 

12 
免喷涂易清洁聚丙烯

复合材料 
200,000.00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6)300号《广州市工信委、广州市财

政局关于转下达 2016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

项资金企业技术中心专题等项目的通知》 

13 

聚赛龙高性能改性工

程塑料自动化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 

145,000.00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工信函(2016)1274 号《市工信委、市财政局关于

下达 2016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企业

转型升级方向-设备更新专题)的通知》 

14 

LED 用高性能导热聚苯

硫醚复合材料的开发

资金 

120,000.00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

局、广州市财政局 

穗科信字[2014]351号《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4年产学研专项经费(第

四批)的通知》 



                                                                                     

3-2-5-14 

序

号 
内  容 金  额 批准机关 文件依据 

15 

激光研发服务平台 45,000.00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 

从府办复[2015]805号《从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同意从化区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新材

料)2014年外经贸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的复函》 

16 
广州市企业技术中心

补助 
50,000.00 

广州市经济贸易委员

会、广州市财政局 

穗经贸[2014]1112号《广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广

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4年市战略性主导产业发

展资金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 

17 
从化市财政局项目扶

持资金 
80,000.00 

从化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 

从府办复[2013]430号《从化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同意给予聚赛龙公司项目资金扶持的复函》 
18 

从化市科技局战略性

产业三通一平资金 
39,000.00 

19 

广州市热塑性功能高

分子复合材料重点实

验室建设资金 

62,000.00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

局、广州市财政局 

穗科信字[2014]186号《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4 年重点实验室专项经

费(第二批)的通知》 

20 
外经贸局科技兴贸创

新基地专项资金 
25,000.00 

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局 

穗外经贸技函[2013]79号《广州市外经贸局关于做

好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

知》 

21 

广州市难题招贤 2014

对外科技合作专项资

金 

30,000.00 
广州市科技与信息化

局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22 
广东省外贸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资金 
29,038.74 广州市财政局 

穗财经[2014]7号《广州市财政局关于拨付 2013

年广东省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资金的通知》 

23 
聚赛龙公共技术研发

平台 
4,691.35 广州市财政局 

穗财经[2013]71 号《广州市财政局关于拨付 2012

年广东省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资金的通知》 

24 其  他 94,000.00   

小  计 4,901,141.42   

 

二、“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项  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个税手续费返还 78,338.32 82,322.37 - 38,150.35 

 

三、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

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报告期无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9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