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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73           证券简称：沃格光电         公告编号：2022-072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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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政府补助基本情况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 2,716,736.54

元，累计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绝对值的 10%，明

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到账日期 项目内容 补助依据 收款单位 补助金额 

1 2022/1/20 
2021 年支持中小企业

开拓市场  

关于印发《2021 年新余

市外贸发展专项资金实施

细则》、《2021 年支持

中小企业开拓市场事项

（因素法）资金实施细

则》的通知  

江西沃格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112,600.00  

2 2022/1/20 
2021 年新余市外经贸

发展基金  
余财建[2021]32 号  

江西沃格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172,000.00  

3 2022/1/28 
2022 年支持三十条资

金扶持资金  
余高办字[2020]86 号  

江西沃格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4 2022/1/29 
2021 年市级第一批科

技计划项目资金  
余科发[2021]38 号  

江西沃格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  

5 2022/3/7 个税手续费返还  财行〔2019〕11 号  
江西沃格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101,115.13  

6 2022/5/5 
2021 年市工业高质量

发展科技创新资金  
余工信字[2022]7 号  

江西沃格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7 2022/6/24 稳岗补贴  \ 
江西沃格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171,758.94  

8 2022/6/24 

2021 年市级扶持工业

发展（两化融合）专

项资金  

余财建（2022）12 号  

 江西沃格光

电股份有限公

司  

 300,000.00  

9 2022/3/5 个税手续费返还  财行〔2019〕11 号  

江西沃格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1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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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22/5/20 稳岗补贴  
关于做好 2022 年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工作的通告  

江西沃格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4,315.96  

11 2022/6/30 稳岗补贴  粤人社规（2022）9 号  

江西沃格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2,996.40  

12 2022/7/8 留工补助  粤人社规（2022）9 号  

江西沃格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23,500.00  

13 2022/1/25 
收三代税款手续费返

还(个税)  
财行〔2019〕11 号  

深圳沃特佳科

技有限公司 
 17,741.06  

14 2022/5/20 稳岗补贴  
关于做好 2022 年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工作的通告  

深圳沃特佳科

技有限公司 
 38,346.00  

15 2022/6/23 留工培训补助  粤人社规（2022）9 号  
深圳沃特佳科

技有限公司 
 257,125.00  

16 2022/6/30 稳岗补贴  粤人社规（2022）9 号  
深圳沃特佳科

技有限公司 
 76,692.00  

17 2022/1/28 
2022 年高新技术企业

资助  
深科技创新[2022]25 号  

深圳市汇晨电

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0,000.00  

18 2022/2/24 
收 2021 年度代扣个税

手续费  
财行〔2019〕11 号  

深圳市汇晨电

子股份有限公

司 

 874.85  

19 2022/3/5 
收 2021 年度代扣个税

手续费  
财行〔2019〕11 号  

深圳市汇晨电

子股份有限公

司 

 63,778.78  

20 2022/3/23 
收 21 年制造业纳税奔

牛奖  
兴发[2022]3 号  

深圳市汇晨电

子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0.00  

21 2022/4/6 招工补助  \ 

深圳市汇晨电

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500.00  

22 2022/4/6 高企认定补助  \ 

深圳市汇晨电

子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0.00  

23 2022/4/27 
2021 年工业企业电价

补贴  
赣市府字〔2019〕108 号  

深圳市汇晨电

子股份有限公

司 

 32,120.00  

24 2022/5/20 稳岗补贴  
关于做好 2022 年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工作的通告  

深圳市汇晨电

子股份有限公

司 

 24,921.16  

25 2022/5/25 
2021 年度工业电费补

贴  
赣市府字〔2019〕108 号  

深圳市汇晨电

子股份有限公

司 

 128,480.00  

26 2022/7/1 稳岗补贴  粤人社规（2022）9 号  

深圳市汇晨电

子股份有限公

司 

 50,846.40  

27 2022/7/8 留工补贴  粤人社规（2022）9 号  

深圳市汇晨电

子股份有限公

司 

 12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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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22/2/28 

北京宝昂收个税手续

费返还（2021.01-

2021.12）  

财行〔2019〕11 号  
北京宝昂电子

有限公司 
 12,863.51  

29 2022/2/24 

廊坊宝昂收税手续费

返还（2021.01-

2021.12）  

财行〔2019〕11 号  
北京宝昂电子

有限公司 
 3,996.48  

30 2022/6/23 稳岗补贴  粤人社规（2022）9 号  
北京宝昂电子

有限公司 
 141,342.28  

31 2022/4/11 个税手续费返还  财行〔2019〕11 号  

东莞市兴为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 

 5,394.46  

32 2022/5/20 
2021 年规上企业研发

投入后补助项目资金  

东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组

织申报 2021 年规上企业

研发投入后补助的通知  

东莞市兴为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 

 107,200.00  

33 2022/6/6 社会保障失业保险  \ 

东莞市兴为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 

 23,594.77  

34 2022/6/6  稳岗补贴  东人社发〔2021〕32 号  

东莞市尚裕实

业投资有限公

司 

 782.10  

35 2022/7/2  社保补贴  粤人社规（2022）10 号  

江西沃格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分公司 

 2,162.00  

合计 2,716,736.54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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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