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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61            证券简称：阳光照明            公告编号：临 2022-032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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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2年 1月 1 日至 2022年 11月 11日，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 32,055,285.58 元，其

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共 31,925,285.58 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0.15%。现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上述期间内收

到的政府补助公告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项目内容 金额 
收到 

时间 
补助依据 

与资产或

收益相关 

浙江阳光照明

电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度区“企业上

云”专项补贴 
    71,482.00  2022/1/24 

关于下达 2020 年度区“企业

上云”专项奖补资金的通知 

虞经信数经〔2022〕5 号 

与收益相关 

党建工作经费     20,000.00  2022/1/24 / 与收益相关 

2020 年度全力推进

产业数字化财政奖

励资金 

 1,108,600.00  2022/1/24 

关于下达 2020 年度全力推进

产业数字化财政奖励资金的

通知 虞经信数经〔2022〕号 

与收益相关 

2020 年度稳定岗位

补贴（第二批） 
   299,417.05  2022/1/21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开展 2020 年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工作的通知》（虞

政办综[2020]18 号）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度开放型经

济政策外贸部分拟

兑现项目 

  500,000.00  2022/1/28 

关于要求拨付 2021 年度开放

型经济政策外贸部分项目（第

一批）资金的报告虞商务

（2022）2号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开放型经济

政策外贸部分拟兑

现项目 （二） 

  624,793.00  2022/1/29 

关于拨付 2021 年度开放型经

济政策外经贸部分（第二批）

兑现项目资金的报告虞商务

（2022）5号 

与收益相关 



 

 2 

上虞区曹娥街道办

事处激励兑现 
   197,000.00  2022/2/17 

中共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

工作委员会关于工贸经济发

展激励政策的通知 曹工委

〔2019〕166号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度工业机器

人购置奖励-上虞区

经济和信息化 

    36,700.00  2022/3/9 

关于开展 2021年度工业机器

人购置奖补申报的通知 虞经

信投资（2021）34号 

与收益相关 

三代手续费（个税返

还） 
   320,400.89  2022/3/10 增值税加计扣除政策 与收益相关 

21 年度质量与标准

化奖励 
   665,000.00  2022/4/13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021

年度上虞区企业加快科技创

新和现代服务业奖励（质量、

标准化、检验检测、认证等四

部分）等拟奖励名单的公示 

与收益相关 

2022 年度省级标准

化战略专项资金补

助 

   120,000.00  2022/4/19 /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度科技创新

政策认定类项目奖

励 

    90,000.00  2022/5/17 / 与收益相关 

复工复产政策外贸

项目（出口信用保

险）资金 

   130,222.00  2022/5/19 

关于拨付复工复产政策外贸

项 目 资 金 的 报 告 虞 商 务

（2022）33号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度上虞区稳

岗补贴 
   498,703.58  2022/6/2 

做好上虞区 2021 年度稳岗补

贴申报工作和公示第一批“免

申即享”（无感智办）名单的

通知 

与收益相关 

本土民营跨国公司

发展补助 
    50,000.00  2022/6/8 

绍兴市商务局关于做好 2021

年省下达市直商务促进财政

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绍

商务〔2021〕45 号 

与收益相关 

以工代训   807,000.00  2022/7/12 
关于开展 2022 年企业以工代

训补贴申报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知识产权奖励     88,640.00  2022/7/8 
2021 年知识产权奖励，附清

单，无具体文件 
与收益相关 

2022 年一次性扩岗

补助 
    1,500.00  2022/8/17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办公室关于印发社会保

险助企纾困政策操作细则的

通知》（浙人社发〔2022〕20

号）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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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工奖励      3,250.00  2022/9/19 

《关于全力促复工复产稳经

济发展若干意见实施细则》

（虞防控办〔2022〕34号）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全力推进产

业数字化财政奖励

基金 

   200,000.00  2022/10/26 
《关于下达 2021 年度全力推

进产业数字化财政奖励资金》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全力推进产

业数字化财政奖励

基金 

  907,400.00  2022/10/26 
《关于下达 2021 年度全力推

进产业数字化财政奖励资金》 
与收益相关 

2022 年上虞区二季

度外贸项目预兑现

资金 

   202,485.00  2022/10/24 

绍兴市上虞区商务局关于组

织开展 2022 年二季度外贸项

目预兑现工作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安徽阳光照明

电器有限公司 

收到金寨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补

贴 

    68,673.02  2022/1/27 

关于提高就业困难人员公益

性岗位补贴标准的通知（六人

社秘〔2022〕8 号）/关于征

集金寨县 2021 年度公益性岗

位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收到安徽金寨职业

学校企业培训资金 
   155,000.00  2022/1/18 

转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新

型学徒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六人社发〔2020〕97 号联合

发文 

与收益相关 

收到安徽金寨职业

学校企业培训资金 
    7,626.76  2022/1/25 

转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新

型学徒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六人社发〔2020〕97 号联合

发文 

与收益相关 

收到金寨县科技商

务经济信息化局补

助 

    24,800.00  2022/3/31 
财教[2022]54号-研发费用市

级奖补 
与收益相关 

收到金寨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就

业补助 

    53,114.01  2022/4/26 

关于提高就业困难人员公益

性岗位补贴标准的通知（六人

社秘〔2022〕8 号）/关于征

集金寨县 2021 年度公益性岗

位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收到安徽金园资产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公租房补贴 

   611,406.84  2022/5/18 
《安徽金寨、世纪阳光战略投

资补充协议（一）》 
与收益相关 

收到金寨县产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21

年物流补贴 

   376,000.00  2022/5/24 
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企业物流

费用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收到安徽金寨职业

学校人社待支补贴

奖金 

   24,000.00  2022/6/15 

关于印发就业技能培训工种

目录及补贴标准（2019 版）

的通知/（800 补贴文件）关

于印发六安市 2018 年技能脱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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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培训企业新录用人员岗前

技能培训 新技工系统培养实

施 办 法 的 通 知 六 人 社 秘

〔2018〕155号 2家 

收到金寨县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126,774.54  2022/6/2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与收益相关 

收到金寨县产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税

收奖励 

1,409,429.31  2022/6/20 
《安徽金寨、世纪阳光战略投

资补充协议（一）》 
与收益相关 

收到金寨县科技商

务经济信息化局补

助 

   37,200.00  2022/7/27 
财教[2022]54号-研发费用县

级奖补 
与收益相关 

收到金寨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补

贴 

   32,005.89  2022/8/30 公积金相关奖补政策 与收益相关 

收到金寨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补

贴 

   47,700.00  2022/8/8 公积金相关奖补政策 与收益相关 

收到金寨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补助 
    1,200.00  2022/9/20 县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与收益相关 

金寨鹭飞阳光

照明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        948.15  2022/1/13 增值税加计扣除政策 与收益相关 

厦门恩耐照明

技术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    5,045.77  2022/1/21 增值税加计扣除政策 与收益相关 

厦门阳光恩耐

照明有限公司 

Ⅲ族氮化物深紫外

固态光源研发及产

业化 

2,000,000.00  2022/6/11 

关于下达 2019 年重大项目

（工业及信息化领域）及拔付

资助经费的通知（厦科资配

{2019}11号） 

与收益相关 

稳岗补贴    20,000.00  2022/4/26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关于援企业稳就业防失

业工作的通知》厦人社〔2022〕

134号 

与收益相关 

社保补贴     88,865.24  2022/8/31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加

强困难群体就业帮扶促进困

难群体增收开发困难群体人

力资源意见的通知（厦人社

[2019]53号） 

与收益相关 

研发费用补助    500,000.00  2022/3/28 

关于拔付 2021 年第五批研发

费用补助资金的通知（厦科资

配{2022}4号）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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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扣代缴手续费     5,327.30  2022/1/21 

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

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 

财行〔2019〕11 号 

与收益相关 

个税手续费    84,692.99  2022/1/17 增值税加计扣除政策 与收益相关 

企业自主招工招才

奖励 
    25,000.00  2022/3/11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加

强企业人力资源服务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意见的通知厦人

社〔2019〕52号 

与收益相关 

工业企业多接订单

多生产奖励 
   361,900.00  2022/6/30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

于支持工业企业稳定发展的

若干措施》（厦工信企业

〔2021〕269号） 

与收益相关 

中信保补助    642,597.00  2022/5/26 中信保补贴 与收益相关 

劳务协作奖励     26,500.00  2022/8/31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加强企业人力资源服务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意见的通知》厦

人社〔2019〕52 号 

与收益相关 

出口信用保险保费

补助 
  285,163.40  2022/4/29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海沧区促进工业经济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若干措施

的通知》（厦海政规[2021]1

号 

与收益相关 

20220729 厦门市海

沧区劳动就业中心 

2022 年海沧区第一

批中西部脱贫人员

跨省务工奖励 

   38,000.00  2022/10/20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关于做好跨省就业资金

发放工作的通知》(厦人社

〔2022〕183号) 

与收益相关 

20220929 厦门市海

沧区工业和信息化

局 2021 年度海沧区

技改设备投资补助

资金 

  130,000.00  2022/9/29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海沧区促进工业经济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若干措施

的通知》（厦海政规[2021]1

号 

与资产相关 

厦门市海沧区工业

和信息化局 2022 年

半导体照明绿色制

造关键工艺开发与

系统集成市级科技

项目补助 

    48,000.00  2022/10/13 

根据《厦门市海沧区科学技术

资金管理办法》（厦海政

〔2019〕117号）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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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区工业

和信息化局 2022 年

半导体照明产品全

技术链绿色制造技

术研究国家科技项

目补助 

  705,000.00  2022/10/13 

根据《厦门市海沧区科学技术

资金管理办法》（厦海政

〔2019〕117号） 

与收益相关 

厦门市海沧区工业

和信息化局 2022 年

Ⅲ族氮化物深紫外

固态光源研发及产

业化市级科技项目

补助 

  500,000.00  2022/10/13 

根据《厦门市海沧区科学技术

资金管理办法》（厦海政

〔2019〕117号） 

与收益相关 

2022 年高校毕业生

扩岗补助  
     7,500.00  2022/10/24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关于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

优惠政策的通知（厦人社

【2022】153号 

与收益相关 

厦门阳光物联

科技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      1,992.72  2022/1/19 增值税加计扣除政策 与收益相关 

鹰潭阳光照明

有限公司 

外经贸政策奖励 200,000.00  2022/1/24 

《江西省余江县人民政府、浙

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项目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产业发展引导基金-

税收返还 
8,661,500.00  2022/8/17 

鹰潭阳光照明有限公司与余

江县人民政府《补充协议》 
与收益相关 

产业发展引导基金-

免抵调 
5,357,000.00  2022/10/14 

鹰潭阳光照明有限公司与余

江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协

议书》 

与收益相关 

2018 年生产性企业

出口增长奖励 
105,100.00  2022/4/18 

2018 年生产性企业出口增长

奖励 
与收益相关 

知识产权专利补助 45,000.00  2022/4/13 知识产权专利补助 与收益相关 

就业转吸纳脱贫户

补贴 
14,000.00  2022/10/27 / 与收益相关 

其他 237,571.42  2022/3/29 
2020 年余江区生产型企业补

助 
与收益相关 

浙江家利宝照

明电器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开放型经

济政策外贸部分兑

现（第二批） 

62,536.00 2022/2/23 

《关于拨付 2021 年度开放型

经济政策外贸部分（第二批）

兑现项目资金的报告》虞商务

（2022）5号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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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开放型经

济政策外贸部分拟

兑现（第三批） 

160,000.00 2022/3/16 

《关于拨付 2021 年度开放型

经济政策外经贸项目资金（第

三批）的报告》虞商务（2022）

10号 

与收益相关 

复工复产政策外贸

项目（出口信用保

险）资金 

19,022.00  2022/5/19 

《关于拨付复工复产政策外

贸项目资金的报告》虞商务

（2022）33号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度上虞区稳

岗补贴 （第二批） 
28,243.40 2022/6/7 

《关于做好上虞区 2021 年度

稳岗补贴申报工作和公示第

一批“免申即享”（无感智办）

名单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以工代训 24,500.00 2022/7/12 

《绍兴市上虞区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力促复

工复产稳经济发展若干意见

等实施细则的通知》（虞防控

办〔2022〕34号文件） 

与收益相关 

个税返还 3,061.57 2022/3/4 增值税加计扣除政策 与收益相关 

2022 年上虞第二季

度外贸项目预兑现

资金 

19,713.00 2022/10/24 

《绍兴市上虞区商务局关于

组织开展 2022 年二季度外贸

项目预兑现工作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浙江阳光碧陆

斯照明电子有

限公司 

收到个所税代扣代

缴手续费 
3,279.58  2022/3/17 增值税加计扣除政策 与收益相关 

收到 2021 年度开放

型经济政策外贸部

分兑现项目 

500.00  2022/3/16 

关于要求拨付 2021 年度开放

型经济政策外贸部分项目（第

三批）资金的报告虞商务

（2022）2号 

与收益相关 

收上虞区 2021 年度

稳岗补贴（第三批） 
12,066.39  2022/6/16 

《关于做好上虞区 2021 年度

稳岗补贴申报工作和公示第

一批“免申即享”（无感智办）

名单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浙江阳光城市

照明工程有限

公司 

三代手续费（个税返

还） 
21,182.03  2022/3/21 增值税加计扣除政策 与收益相关 

21 年度稳定岗位补

贴 
199,224.17  2022/6/7 

浙人社发[2022]37 号浙人社

发[2022]37 号、浙人社办发

[2022]20号 

与收益相关 

22 年企业以工代训

补贴 
197,000.00  2022/7/18 虞防控办〔2022〕34号文件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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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阳光美加

照明有限公司 

个税返还     7,037.11  2022/3/3 增值税加计扣除政策 与收益相关 

2021年稳岗补贴      2,158.02  2022/6/16 

《关于做好上虞区 2021 年度

稳岗补贴申报工作和公示第

一批“免申即享”（无感智办）

名单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知识产权奖励      1,728.00  2022/7/8 
2021 年知识产权奖励，附清

单，无具体文件 
与收益相关 

浙江阳光照明

灯具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开放型经

济政策补贴 
467,633.00  2022/1/29 

关于拨付 2021 年度开放型经

济政策外经贸部分（第二批）

兑现项目资金的报告虞商务

（2022）5号 

与收益相关 

收到个税补贴款 8,652.18  2022/3/14 增值税加计扣除政策 与收益相关 

021 年度经济型开放

政策外贸部分兑现

项目 

100,000.00  2022/3/16 

关于拨付 2021 年度开放型经

济政策外经贸部分（第三批）

兑现项目资金的报告虞商务

（2022）5号 

与收益相关 

支持企业开展跨境

电子商务业务补贴 
10,000.00  2022/4/15 

2021 年度第一批跨境电商政

策拟兑现名单 
与收益相关 

复工复产政策外贸

项目（出口信用保

险）补贴 

381,489.00  2022/5/19 

关于拨付复工复产政策外贸

项 目 资 金 的 报 告 虞 商 务

（2022）33号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度中央中小

外贸企业拓市场资

金 

19,447.00  2022/6/14 

关于要求兑现 2021 年度中央

中小外贸企业拓市场资金奖

励的报告虞商务（2022）38

号 

与收益相关 

收上虞区 2021 年度

稳岗补贴（第三批） 
30,631.50  2022/6/16 

《关于做好上虞区 2021 年度

稳岗补贴申报工作和公示第

一批“免申即享”（无感智办）

名单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收到企业开展跨境

电子商务业务补贴 
4,308.00  2022/7/6 

2021 年度第三批跨境电商政

策拟兑现名单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度上虞区知

识产权奖励资金 
1,728.00  2022/7/8 

政府网上公司的清单 2021 年

知识产权奖励按企业汇总 
与收益相关 

稳岗就业补贴 16,000.00  2022/7/15 

《关于做好上虞区 2021 年度

稳岗补贴申报工作和公示第

一批“免申即享”（无感智办）

名单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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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上虞区二

季度外贸项目预兑

现资金 

199,075.00  2022/10/24 

关于要求拨付 2022 年度二季

度外贸项目兑现资金虞商务

（2022）63号 

与收益相关 

浙江阳光照明

有限公司 

收到代扣代缴个所

税补贴 
39.34  2022/3/10 增值税加计扣除政策 与收益相关 

到 21 年度开放型经

济政策外贸部分兑

现项目 

2,000.00  2022/3/16 

关于要求拨付 2021 年度开放

型经济政策外贸部分项目（第

三批）资金的报告虞商务

（2022）2号 

与收益相关 

收上虞区 2021 年度

稳岗补贴（第三批） 
803.41  2022/6/16 

《关于做好上虞区 2021 年度

稳岗补贴申报工作和公示第

一批“免申即享”（无感智办）

名单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浙江智易物联

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留工培训补

偿 
36,500.00  2022/11/10 

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办公室文件 杭人社办发

（2022）16号 

与收益相关 

一次性扩岗补贴 1,500.00  2022/9/23 

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办公室文件 杭人社办发

（2022）16号 

与收益相关 

合计 

 

32,055,285.58 

   

 

二、补助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为32,055,285.58元，其中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31,925,285.58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130,000

元。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将对公司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审计机构

对公司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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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