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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贴及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退税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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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政府补贴及增值税退税款的基本情况 

2022年3月31日起至本公告日，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获得政府补贴款及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退税款合计 

17,674,638.39 元，其中政府补贴款2,806,689.88 元；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退

税款14,867,948.51 元。明细如下： 

（一） 政府补贴 

序

号 
获得补助单位 项目内容 补助依据 

补助金额

（元） 

1 
广西丰林木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奖励性补

助资金 

 《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度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奖励性后补助经费申报

工作的通知》南科通（2022）34 号  

 50,000.00  

2 
广西丰林木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企业稳岗返还

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

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人

社部发〔2022〕23 号）  

135,989.59 

3 
广西丰林木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绿色工厂奖励  

《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宁市

推进工业振兴若干政策的通知》（南

府规〔2021〕5 号） 

500,000.00 

4 
广西丰林木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财工交【2022】168

号 2022 年第一批工

业专号政府补助款  

南宁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 年第

一批工业专项援企纾困补助资金的

通知 

40,000.00 

5 
广西丰林木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市劳动就业服

务管理中心（中小微

企业或社会组织吸

纳高校毕业生带动

就业补贴）款  

 《南宁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关于组织开展中小微企业或社会组

织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和

就业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10,00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

3 号）  

6 
广西丰林木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市劳动就业服

务管理中心补助款  

 《南宁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关于组织开展中小微企业或社会组

织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和

就业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

3 号）  

36,290.92 

7 
广西丰林木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性补助  

自治区科技厅关于下达 2022 年第

四批自治区本级财政科技计划项目

的通知（桂科计字〔2022〕80 号）  

50,000.00 

8 
广西丰林木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南财工交【2022】

223 号 2022 年第二

批工业专）政府补助

款  

 南宁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 年第

二批工业专项援企纾困补助资金的

通知  

200,000.00 

9 
安徽池州丰林木

业有限公司 

21 年度优秀企业奖

励  

 收到池州市贵池区财政局梅龙 21

年度优秀企业奖励  
 50,000.00  

10 
安徽池州丰林木

业有限公司 
岗前培训补贴  

 关于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安徽省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19-2021 年)意见》的通知  

 66,000.00  

11 
安徽池州丰林木

业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费稳岗补

助  

 关于使用省级就业风险储备金发

放中小微企业稳岗补贴的通知  池

人社秘〔2021〕10 号   

 63,275.67  

12 
广西丰林人造板

有限公司 
困难建卡社保补贴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

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

〔2020〕2 号）  

 1,360.62  

13 
广西丰林人造板

有限公司 
企业稳岗补贴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扩大失业保险

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补贴范围有

关问题的通知》（桂人社发[2015]47

号）  

 74,608.63  

14 
广西丰林人造板

有限公司 

2021 年规上工业企

业稳产增产补助 

 关于鼓励 2021 年留邕过年工作方

案中给予规上工业企业稳产增产补

助的政策解读  南府办函（2021）

22 号  

1,000,000.00  



15 
广西丰林人造板

有限公司 
困难建卡社保补贴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

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

〔2020〕2 号）  

10,000.00  

16 
广西丰林人造板

有限公司 
困难建卡社保补贴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

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

〔2020〕2 号）  

32,549.62  

17 
丰林亚创（惠州）

人造板有限公司 

CZ105001 惠城区高

新技术企业奖励资

金  

 《关于印发,<惠城区科技工业和

信息化局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

展的扶持办法>的通知》、《关于确

认领取 2022 年惠城区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奖补资金的通知》  

 29,000.00  

18 
丰林亚创（惠州）

人造板有限公司 

CZ105001 高企奖励

金  

 关于下达 2022 年市科技发展专项

资金（高企认定奖补）项目计划的

通知  

 100,000.00  

19 
广西百色丰林人

造板有限公司 
单位稳岗补贴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扩大失业保险

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补贴范围有

关问题的通知》（桂人社发[2015]47

号）  

 73,560.17  

20 
广西百色丰林人

造板有限公司 
留工培训补助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等 4 部门关于扩大阶段性缓

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

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9 号）  

 95,500.00  

21 
广西百色丰林人

造板有限公司 

百色市科学技术局

转来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奖励补助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促进全社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的实

施意见》（桂政发（2019）57 号）  

 100,000.00  

22 
广西丰林林业有

限公司 
单位稳岗补贴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扩大失业保险

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补贴范围有

关问题的通知》（桂人社发[2015]47

号）  

 16,081.76  

23 
广西丰林林业有

限公司 
单位稳岗补贴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扩大失业保险

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补贴范围有

关问题的通知》（桂人社发[2015]47

号）  

 1,472.90  

24 
广西丰林林业有

限公司 

百色市右江区社会

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留工培训补助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等 4 部门关于扩大阶段性缓

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

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9 号）  

 2,000.00  



25 
广西丰林林业有

限公司 
大学生就业补贴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等 4 部门关于扩大阶段性缓

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

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9 号）  

 2,000.00  

26 
广西钦州丰林木

业有限公司 
一次性留工补助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等 4 部门关于扩大阶段性缓

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

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9 号）  

 67,000.00  

合计: 
 

2,806,689.88  

（二）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退税款 

序号 获得补助单位 补助依据 补助金额（元） 

1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

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

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78 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资

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40 号) 

7,003,552.59 

2 安徽池州丰林木业有限公司  268,685.72  

3 广西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2,074,964.06  

4 丰林亚创（惠州）人造板有限公司   2,398,716.91  

5 广西百色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3,122,029.23  

合计：  14,867,948.51  

二、 政府补贴及增值税退税款的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上述收到的政

府补贴及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退税款认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将对公

司相应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及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将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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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