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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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3977    证券简称：国泰集团    编号：2022临057号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一、获取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收到及分摊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1,145,010.66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文件 

本期发生额 

发生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软件退税、即征即退 

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

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 号)，由

税务局拨付 

2,857,641.13 与收益相关 

加计抵减增值税 

 依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

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39号) ，由税务局减免 

71,261.35 与收益相关 

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

手续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

七条规定,由税务局拨付 
7,124.30 与收益相关 

企业安排就业退役军

人享受税收减免增值

税款 

依据《财政部税务总局退役军人部关于进一

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21 号)，由税

务局减免 

9,000.00  与收益相关  

享受六税两费减半征

收政策 

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

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10 号），由税务

局减免 

117,845.00 与收益相关 

一次性扩岗、留工培训

补助 

依据《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

西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

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

的通知》（赣人社发[2022]14 号），由南昌

市工伤和职工失业保险服务中心等单位拨

付 

281,611.02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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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国家省市相关

荣誉称号奖励资金 

依据《关于兑现获得 2021 年度国家、省、

市相关荣誉称号奖励的通知》（洪企服发

[2022] 57 号），由南昌市中小企业服务局

拨付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2022 年首季工业强劲

开局政策措施奖励 

依据《吉安县 2022 年首季工业强劲开局政

策措施》，由吉安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拨付 
20,000.00 与收益相关 

知识产权奖励 由德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拨付 22,000.00 与收益相关 

宜春市科技创新劵（研

发投入补助资金） 

依据《关于下达 2021 年宜春市研发投入补

助经费的通知》（丰科发[2022]第 3号），

由丰城市科学技术局拨付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企业加速发展鼓励金 

依据《新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动工业高

质量发展三十条措施的通知》（余府发

[2022]第 19 号），由新余市仙女湖风景名

胜区经济发展局拨付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观巢镇政府企业发展

金 

依据《招商引资协议书》，由新余市仙女湖

区观巢镇人民政府拨付 
297,300.00 与收益相关 

新余市市场监督局专

利奖金 
由新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拨付 2,400.00 与收益相关 

仙女湖区经济发展局

规上企业奖金 

依据《新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动工业高

质量发展三十条措施的通知》（余府发

[2022]第 19 号），由新余市仙女湖风景名

胜区经济发展局拨付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科技创新奖励 

依据《关于印发南昌高新区促进科技创新发

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洪高新管字[2018]32

号），由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经发局拨付 

70,000.00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度优惠政策奖

励资金（财税扶持奖

励） 

依据兴府办拨款抄字[2022]300 号文件，由

兴国县行政审批局拨付 
190,350.00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度授权专利专

项奖励资金 

依据兴府办拨款抄字[2022]402 号文件，由

兴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拨付 
150,000.00 与收益相关 

2022 年发明专利授权

资助资金 

依据《关于印发赣州市市级专利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赣市市监联字[2020]13

号），由赣州市行政审批局拨付 

18,000.00 与收益相关 

支持企业基础设施建

设资金 

依据《关于拨付支付企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的抄告》（崇府办财抄字[2022]506 号），

由崇仁县水利局拨付 

12,110.00 与收益相关 

惠企资金 

依据《中共崇仁县委办公室 崇仁县人民政

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崇办发[2021]52

号），由崇仁县政务服务中心拨付 

20,000.00 与收益相关 

工业发展基金收入 

依据《关于拨付江西抚州国泰特种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企业工业发展基金的抄告》（崇府

办财抄字[2022]556 号），由江西崇仁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拨付 

445,000.00 与收益相关 

工业发展基金收入 

依据《关于拨付江西抚州国泰特种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企业工业发展基金的抄告》（崇府

办财抄字[2022]557 号），由江西崇仁高新

548,900.00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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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拨付 

企业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 

依据《关于拨付支付企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的抄告》（崇府办财抄字[2022]506 号），

由崇仁县水利局拨付 

17,124.84 与收益相关 

科技型中小企业奖励 

依据《崇仁县促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及效益

上台阶奖励扶持办法》（崇办发[2021]52

号），由崇仁县政务服务中心拨付 

20,000.00 与收益相关 

2020 年度工信局研发

经费补助 

依据《宜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丰

县工业强基八大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宜

府办发[2021]14号)，由宜丰县工信局拨付 

4,300.00 与收益相关 

稳岗补贴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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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铜鼓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等单位拨付 

51,696.08 与收益相关 

政府扶持企业经济发

展资金 
由永宁镇财政所拨付 879,367.84 与收益相关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二级节点平台项目（国

拨资金）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拨付 1,750,000.00 与收益相关 

产业扶持基金 由北京市东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拨付 1,460,000.00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度工业企业奖

励资金 
由南昌市中小企业服务局拨付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9,773,031.56 

安全生产技术改造补助

收益 

依据赣市财建字[2013]197 号赣州市财政局、

赣州市安监局文件，由赣州市财政局拨付 
20,000.00 与资产相关 

乳化生产线技改贴息补

助 

依据赣财建指[2014]248号文件，由吉安县财

政局拨付 
14,637.81 与资产相关 

两化深度融合示范项目 
依据赣财经指[2016]12 号文件，由吉安县财

政局拨付 
20,833.33 与资产相关 

乳化粒状铵油炸药技术

装备（安全生产专项资

金] 

依据吉财经指[2018]27 号文件，由吉安县财

政局拨付 
22,500.00 与资产相关 

新厂区搬迁项目技改补

助资金 

依据《关于江西新余国泰特种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产区搬迁项目技术改造补助资金的

函》，由新余市孔目江生态经济管理委员会财

政局拨付 

201,326.37 与资产相关 

安全技改资金 

依据《江西省安监局关于 2012 年度安全技术

改造资金补助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赣安监

管办字[2012]第 389号），由新余市财政局拨

付  

18,750.00 与资产相关 

土地出让金返还 

依据《关于对新余市国泰科技有限公司

502-15-14-01、03 宗地土地出让金清算的财

政意见》（仙财[2017]第 73 号），由新余市

仙女湖风景名胜区财政金融局拨付 

16,123.77 与资产相关 

GT-1型电子雷管自动装

配生产线项目补助金 

依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度省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通知》（赣财资指

[2021]第 13号），由江西省财政厅拨付 

54,166.68 与资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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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补助结转递延收益 

依据《赣江新区智慧物联研究院协议书》，由

赣江新区管委会和赣江新区临空组团管委会

拨付 

212,712.00 与资产相关 

5G 设备结转递延收益 
依据赣江新区第十四次主任会议纪要，由赣江

新区管委会拨付 
42,017.40 与资产相关 

收赣州市技改资金 
依据兴府办拨款抄字[2014]504号，由兴国县

财政局拨付   
294,000.00 与资产相关 

安全技术改造补助资

金 

依据赣市财建字[2015]65 号，由赣州市财政

局拨付   
25,000.00 与资产相关 

军民融合企业奖金 
依据赣市财建字[2016]26 号文件，由赣州市

财政局拨付   
23,750.01 与资产相关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依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3 年省级工

业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由江

西省财政厅拔付   

12,500.00 与资产相关 

电价补贴奖励新能源汽

车 

依据《关于印发赣州市工业企业电价补贴实施

办法(暂行)的通知》（赣市府字[2019]108号）,

由兴国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拨付 

4,193.76 与资产相关 

搬迁项目技术改造建设

补助资金 

依据崇府办财抄字[2013]703 号，由崇仁县财

政局拨付 
375,000.00 与资产相关 

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 由宜丰县工业园区财政所拨付 12,436.25 与资产相关 

政府补助哪吒车 

依据《关于表彰 2020年度获奖企业的决定》

（宜区管字[2021]2 号），由宜春市经济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拨付 

2,031.72 与资产相关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371,979.10 

合计 11,145,010.66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

并划分补助的类型。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2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以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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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