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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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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日，宁波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 8,956,151.72 元，本期确认

其他收益金额 8,952,293.32 元【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 10.08%，具体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获取补贴的基本情况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贴 8,956,151.72 元，其中本期确认其他收益金额 8,952,293.32 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0.08%。现将上述单笔超过10,000

元的政府补贴收入公告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获得时

间 
发放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补助金额 

1.  2022/1/25 佛山市财政局 
2021 年佛山科技创

新扶持经费 
佛财工[2021]144 号 与收益相关 101,700.00  

2.  2022/1/29 
佛山市顺德区经

济促进局 

2021 年小微企业上

规模补助 
顺经函[2022]14 号 与收益相关 100,000.00  

3.  2022/2/15 财政部 代缴税款手续费返还 财行〔2019〕11 号 与收益相关 50,562.58  

4.  2022/2/18 财政部 代缴税款手续费返还 财行〔2019〕11 号 与收益相关 14,940.42  

5.  2022/2/23 
深圳市科技创新

委员会 
高企培育资助 

深科技创新计字

[2022]10976 号 
与收益相关 100,000.00  

6.  2022/3/2 
宁波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 
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甬 财 经 [2021]1314

号 
与收益相关 1,000,000.00  



7.  2022/3/21 
顺德区大良街道

经济发展办公室 
小升规补贴款 

顺良经函 [2021]51

号 
与收益相关 100,000.00  

8.  2022/3/23 / 
中小微企业吸纳高校

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 

工 信 部 联 企 业

〔2011〕300 号、统

计上大中小微型企

业划分办法(2017) 

与收益相关 88,860.00  

9.  2022/5/30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财政局 
梅山第一批产业扶持 / 与收益相关 240,000.00  

10.  2022/6/6 佛山市 
2019 年佛山科大专

项项目【注】 

佛山科大专项资金

项目 
与收益相关 408,000.00  

11.  2022/6/17 
财政部北区国税

局（台湾新北市） 

软硬件设备或技术达

一定金额之退税  

产业创新条例第 23

之 3 规定 
与收益相关 320,386.57  

12.  2022/6/20 
北仑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稳岗返还 

浙人社发 [2022]37

号、浙人社办发

[2022]20 号 

与收益相关 125,356.37  

13.  2022/6/21 
北仑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稳岗返还 

浙人社发 [2022]37

号、浙人社办发

[2022]20 号 

与收益相关 13,861.55  

14.  2022/6/23 
宁波经济技术开

发区商务局 

北仑区商务局 2021

年区级外经贸奖励第

一批 

宁开商[2022]13 号 与收益相关 111,200.00  

15.  2022/6/23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财政局 
梅山第二批产业扶持 / 与收益相关 320,000.00  

16.  2022/6/24 宁波市北仑区 
加快商贸服务业发展

专项补助 
仑政[2020]13 号 与收益相关 820,000.00  

17.  2022/6/28 
佛山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 

2022 年小微工业企

业上规模奖励资金 

佛工信函[2022]439

号 
与收益相关 100,000.00  

18.  2022/6/29 
西安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陕人社发 [2022]17

号 
与收益相关 11,923.64 

19.  2022/7/7 
宁波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 
软件名城 

甬经信软 [2022]82

号 
与收益相关 1,167,000.00  

20.  2022/7/7 
宁波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 

2021 年第二批市级

产业投资项目补助 
甬财经[2022]678 号 与收益相关 1,251,000.00  

21.  2022/7/7 
宁波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 
软件名城 

甬经信软 [2022]82

号 
与收益相关 1,600,000.00  

22.  2022/7/8 
宁波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 

2021 年第二批宁波

市重点工业新产品奖

励 

甬财经[2022]678 号 与收益相关 500,000.00  

23.  2022/7/11 宁波市科技局 
2022 年度宁波市重

点研发计划 

甬科资〔2022〕36

号 
与收益相关 360,000.00  

24.  其他零星补助款 与收益相关 51,360.59 

合计 8,956,151.72 



注：与收益相关，且用于补偿公司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政府补助 

项目 期初递延收益 本期新增补助 本期摊销 期末递延收益 本期摊销列报项目 

佛山科大专项

项目 
 55,636.36   408,000.00   191,636.36   272,000.00  其他收益 

西安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社会保险将基

金管理中心失

业保险支出 

（前期） 

231,249.86  212,505.24   18,744.62  其他收益 

小计 286,886.22 408,000.00 404,141.60 290,744.62 其他收益 

本期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 8,956,151.72 元，其中佛山科大专项项

目本期摊销 191,636.36 元，以及累加前期“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保险

将基金管理中心失业保险支出”延至本期摊销 212,505.24 元，故本期确认其他

收益金额为 8,952,293.32 元。 

 

二、补贴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上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应计入公司当

期损益，相应增加公司当期净利润 8,952,293.32 元。具体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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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