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600117      股票简称：西宁特钢      公告编号：临2022-050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2年 1-6月累计收到的政府补助 10,467,460.68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依据文件 文件号 
拨付

时间 
拨付金额 

与资产相关/与收

益相关 

老旧小区整治补助资

金 
老旧小区整治补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22 7,950,000.00 与资产相关 

稳岗补贴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青海

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

局 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

防失业工作的通知 

青人社厅发【2022】

55 号 
2022 2,417,460.68 与收益相关 

科技奖补资金 科技奖补资金 公司申请 2022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0,467,460.68  

（二）公司2022年1-6月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6,027,931.08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依据文件 文件号 
拨付

时间 
本期计入其他收益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总降改造及各级动力变

动改造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33,333.36 与资产相关 

转炉生产特钢开发 
关于下达 2007 年度企业技术创新

项目补助资金指标的通知目补助 

青财建字【2007】1328

号 
2007 40,000.02 与资产相关 

转炉吹炼 
关于下达 2010 年青海省第二批企

业技术创新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0】1757

号 
2010 26,666.64 与资产相关 

专用设备 专用设备补助 公司申请 2011 736.02 与资产相关 

在线状态监视系统改造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7 年第

一批信息服务专项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7]1440

号 
2017 62,500.02 与资产相关 



 

 

循环经济园区 

关于下达 2010 年青海省地方特色

产业中小企业发展资金预算（拨

款）的通知 

青财企字【2010】1708

号 
2010 38,333.34 与资产相关 

新建三座 1000 立方氧气

储罐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33,333.36 与资产相关 

西钢水系统改造工程 
2008 年节能降耗目标及主要节能

技改项目资金补助 
公司申请 2008 63,333.30 与资产相关 

西钢环保项目 
关于下达 2007 年循环经济发展专

项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7】1012

号 
2007 25,000.02 与资产相关 

无电冶炼 
关于下达青海省 2011 年节能降耗

项目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1】1012

号 
2011 60,000.00 与资产相关 

污染减排烧结脱硫等项

目 

关于申请 2010 年重点污染源自动

监控系统现场端运行补助经费的

通知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达 2012

年省级排污费资金的通知 

青环监察【2010】60

号、青环【2012】661

号 

2010、

2012 
60,000.00 与资产相关 

网络管理系统 
关于清算2008年和2009年节能技

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0】2036

号 
2010 117,499.98 与资产相关 

数字化调度指挥平台 
关于下达 2011 年物联网发展专项

资金的通知 

宁财建字【2011】1119

号 
2011 150,000.00 与资产相关 

三炼除尘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达 2014

年省级排污费专项资金的通知 
青环发【2014】515 号 2014 33,333.36 与资产相关 

三炼 consteel电炉及 LF

炉除尘 

关于拨付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公

司三炼consteel电炉及LF炉除尘 

改造工程项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的函 

青环函【2007】148 号 2007 90,000.00 与资产相关 

三泵战及一炼水系统改

造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33,333.36 与资产相关 

日处理废水 
关于调整 2010 年产业结构调整和

振兴资金项目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1】68

号 
2011 306,666.66 与资产相关 

热处理炉 
关于下达青海省 2009 年节能技术

改造财政奖励资金的通知 

宁财企字【2009】2188

号 
2009 121,666.68 与资产相关 

燃气综合利用工业炉窑

节能 

燃气综合利用工业炉窑节能项目

补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08 26,666.64 与资产相关 

燃煤锅炉改造 
关于下达青海省 2010 年第二批节

能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的通知 

宁财企字【2010】1316

号 
2010 97,333.32 与资产相关 

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发展

专项治理 

青海省环境监察总队关于下达

2015 年全省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

建设及设备更新补助资金的通知 

青环监察[2015]48 号 2015 4,999.98 与资产相关 

炼钢升级改造 

关于下达城北区 2015 年第二批中

小微企业项目补助资金计划的通

知 

城北经商[2015]87 号 2015 4,999.98 与资产相关 

炼钢技术升级改造 2 
关于下达青海省 2011 年“保增稳

产”企业投产项目扶持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2】37

号 
2012 58,823.52 与资产相关 

老线污水改造 

关于拨付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

司老线污水回用改造工程项目环

境保护专项资金的函 

青环函【2007】147 号、

青环函【2007】41 号 
2007 120,000.00 与资产相关 

快段机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关于下达青海

省 2008 年第一批工业项目贴息资

金计划的通知 

青经投【2008】174 号 2008 100,000.02 与资产相关 

节能改造项目——燃气

综合利用 

关于下达 2009 年十大重点节能工

程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

支出预算（拨款）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554

号 
2009 199,999.98 与资产相关 

节能改造项目——节水 

关于下达 2009 年十大重点节能工

程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

支出预算（拨款）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554

号 
2009 126,666.66 与资产相关 



 

 

节能改造项目——节电 

关于下达 2009 年十大重点节能工

程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

支出预算（拨款）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554

号 
2009 66,666.66 与资产相关 

回收西区水增建化学除

油间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16,666.68 与资产相关 

环境治理污染减排 

关于下达 2009 年省级环境保护专

项资金的通知、关于下达 2010年

青海省地方特色产业中小企业发

展资金预算（拨款）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1725

号、青财企字【2010】

1708 号 

2009 27,720.60 与资产相关 

环境改造工程 
关于下达 2009 年第一批工业项目

贷款贴息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401

号 
2009 25,000.02 与资产相关 

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 
关于下达 2007 年第一批工业项目

贴息资金和投资补助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7】969

号 
2007 24,333.30 与资产相关 

高炉煤气余压发电(TRT)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1

年第二批重点节能节水资源综合

利用等项目计划的通知 

青经资【2011】470 号 2011 325,000.02 与资产相关 

二锅炉除尘脱硫设施改

造 

关于下达 2009 年省级排污费专项

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1718

号 
2009 19,999.98 与资产相关 

电炉等余热回收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转发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下达 2012 年节能技

术改造财政奖励项目实施计划（第

一批）的通知》的通知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以前年度

节能技术改造及合同能源管理项

目清算资金的通知 

青经资【2012】218 号 

青财建字[2016]1505

号 

2012 

2016 
184,500.00 与资产相关 

厂区环保治理（新）-污

染源监控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达全省

重点污染源新增氮氧化物和氢氧

自动监控设施建设计划的通知、青

海省环境监察总队关于下达 2018

年青海省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

施更新及运行费补助计划的通知 

青环【2011】655 号、

青环监察【2018】30

号 

2011 

2018 
13,675.32 与资产相关 

VD 炉改造（三炼）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关于下达 2009

年青海省第一批企业技术创新资

金项目计划的通知 

青经投【2009】107 号 2009 16,666.68 与资产相关 

冶金固体废弃物综合利

用升级改造 

关于下达 2015 年企业技术创新资

金的通知 

宁财企字【2015】1142

号 
2015 34,999.98 与资产相关 

氢氧切割 
关于下达青海省 2018 年第二批节

能低碳专项资金的通知 

宁财企字【2018】1009

号 
2018 47,500.02 与资产相关 

LT 精炼炉 
关于下达 2008 年第三批科技项目

经费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8】1237

号 
2008 19,999.98 与资产相关 

LF 精炼炉 
关于下达 2008 年第二批企业技术

创新补助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8】1477

号 
2008 6,666.66 与资产相关 

石灰石矿除尘设备升级

改造项目补助资金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达 2014

年省级排污费专项资金的通知 
青环发【2014】515 号 2014 16,363.62 与资产相关 

500TPD 套筒窑工程 

关于青海省 2011 年第二批“双百”

工程和产业结构调整项目贷款贴

息及投资补助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1】1371

号 
2011 133,333.32 与资产相关 

60 万吨矿渣微粉生产线

项目 

关于拨付 2019 年第一批落实稳定

工业经济增长及“升规入限”若干

措施补助资金的通知 

关于下达青海省 2019 年工业转型

升级的通知 

宁财企字（2019）1273

号、宁财企字（2019）

1534 号 

2019 60,000.00 与资产相关 

60 万吨立磨 

关于下达青海省 2019 年工业转型

升级（节能专项<市州级>资金）的

通知 

宁财企字【2019】1534

号 
2020 22,500.00 与资产相关 

轧钢技术升级改造 1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3 年工

业“双百”及产业结构调整及振兴、

循环经济产业、企业技术创新、重

青财建字【2013】1990

号 
2013 424,999.98 与资产相关 



 

 

点工业项目前期资金的通知 

精品特钢大棒材生产线 

青海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

下达青海省 2015 年工业经济转型

升级贷款贴息及投资补助（后补

助）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 

青经信投【2015】218

号 
2015 325,000.02 与资产相关 

精品特钢小棒材生产线 
关于下达创建节水型企业补助资

金的通知 

宁财农字【2016】1194

号 
2016 12,499.98 与资产相关 

大棒联合探伤线技术升

级改造项目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工业企业

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6】1730

号 
2016 40,375.02 与资产相关 

小棒 2 号联合探伤线科

技升级项目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工业企业

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6】1730

号 
2016 126,999.96 与资产相关 

大、小棒轧钢技术升级改

造项目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8 年第

二批工业转型升级（省级）专项资

金的通知 

青财企字【2018】1991

号 
2018 264,317.16 与资产相关 

焦化脱硫技改工程脱硫

废液提盐项目补助资金 

关于下达 2012 年西宁市环保专项

资金的通知 

宁环发【2012】508 号、

青财建字【2012】2413

号 

2012 25,000.02 与资产相关 

焦化干熄焦环保工程政

府补助资金 

关于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90T/H 干熄焦扬尘治理工程

实施方案审查意见的函 

宁环函【2015】146 号 
2015 

2017 
584,400.00 与资产相关 

焦化废水处理工程政府

补助资金 

关于下达 2014 年大气污染治理项

目补助资金的通知 
宁环发【2015】167 号 2015 122,800.02 与资产相关 

焦化脱硫技改补助资金 
关于下达 2012 年西宁市环保专项

资金的通知 

宁环发【2012】508 号、

青财建字【2012】2413

号 

2012 43,333.32 与资产相关 

焦化储煤仓环保专项补

助资金 

关于下达环保专项补助资金的通

知、关于下达排污费专项资金的通

知 

宁财建字【2011】1929

号、青财建字【2011】

2279 号 

2011 47,833.32 与资产相关 

智能化制造信息化提升

及自动化配套改造项目 

关于下达青海省 2020 年工业转型

升级转型（市州级）转型资金的通

知 

宁财企字[2020]1114

号 
2020 229,999.98 与资产相关 

稳岗补贴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青

海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

税务局 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

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 

青人社厅发【2022】55

号 
2022 260,355.46 与收益相关 

专利补助 公司申请 公司申请 2018 37,330.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奖 
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第二

届青海省专利奖授权奖的决定 

青市监知【2021】51

号 
2021 1,200.00 与收益相关 

税务返还 公司申请 公司申请 2022 3,713.14 与收益相关 

税务返还代缴个税手续

费 
   51,823.64 与收益相关 

研发项目补助    1,200.00 与资产相关 

研发项目补助    327,931.0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6,027,931.08 
 



 

 

二、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2022年

1-6月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6,027,931.08元。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