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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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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补助金额：2022年10月至12月20日期间，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3,985,510.58元。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补助概况 

2022年10月至12月20日期间，公司及其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共计 3,985,510.58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21年）经审计的净利润

80,125,117.91元的4.97%。 

 



（二）具体补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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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款单位 补助金额 

1 2022/10/5 香港特別行政区政府 
香港政府 2022保就

业计划补贴 

香港政府防疫抗疫基金（2022 保

就业计划） 

与 

收 

益 

相 

关 

睿能（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8,199.84 

2 2022/10/6 香港特別行政区政府 
香港政府 2022保就

业计划补贴 

香港政府防疫抗疫基金（2023 保

就业计划） 
贝能国际有限公司 24,599.52 

3 2022/10/8 桐乡市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嘉兴丹那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12,933.66 

4 2022/10/8 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扩岗补贴款 苏政办发〔2022〕45号 江苏睿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500.00 

5 2022/10/9 桐乡市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嘉兴丹那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7,806.38 

6 2022/10/12 桐乡市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嘉兴丹那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7,484.66 

7 2022/10/14 闽侯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增产增效市级奖励 闽工信函运行[2022]298号 福建海睿达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0 

8 2022/10/14 闽侯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增产增效省级奖励 闽工信函运行[2022]298号 福建海睿达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 

9 2022/10/18 桐乡市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嘉兴丹那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1,100.83 

10 2022/10/27 上海市青浦区财政局 扶持资金 
青府发（2011）40 号、（2013）

16号及协议书 
上海奇电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113,700.00 

11 2022/10/27 
福州高新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扩岗补助款 闽就服〔2022〕18号 福州睿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7,500.00 

12 2022/10/27 
福州高新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扩岗补助款 闽就服〔2022〕18号 福建海睿达科技有限公司 4,500.00 

13 2022/10/31 青浦区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上海奇电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217,124.65 

14 2022/10/31 青浦区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上海奇电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321,154.07 

15 2022/10/31 青浦区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上海奇电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355,521.51 

16 2022/11/1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深圳市亿维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43,237.46 

17 2022/11/2 青浦区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上海奇电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336,873.27 

18 2022/11/2 青浦区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上海奇电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273,252.99 

19 2022/11/2 青浦区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上海奇电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173,746.02 

20 2022/11/2 青浦区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上海奇电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257,678.83 



21 2022/11/7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扩岗补助款 人社厅发〔2022〕41号 贝能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1,500.00 

22 2022/11/7 江苏省总工会 工会经费返还 苏工办[2020]22号  江苏睿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9,172.70 

23 2022/11/15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 
沪人社规〔2022〕18号 上海睿能高齐自动化有限公司 10,000.00 

24 2022/11/15 深圳市南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工业企业防疫消杀

补贴款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发布深

圳市工业企业防疫消杀补贴申报

指南的通知》 

深圳市亿维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5,000.00 

25 2022/11/28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扩岗补助款 闽人社办〔2022〕134号 贝能电子(福建)有限公司 1,500.00 

26 2022/11/28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扩岗补助款 闽人社办〔2022〕134号 福建海睿达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27 2022/11/28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扩岗补助款 闽人社办〔2022〕134号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28 2022/12/9 福州市鼓楼区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87,754.46 

29 2022/12/16 福州市鼓楼区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9,933.64 

30 2022/12/8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深圳市亿维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05,425.71 

31 2022/12/9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扩岗补助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教

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

快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有关

工作的通知》 

深圳市亿维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500.00 

32 2022/12/5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稳岗补助款 武人社发[2022]8 号 
深圳市亿维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研发中心 
1,000.00 

33 2022/12/5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稳岗补助款 武人社发[2022]8 号 
深圳市亿维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研发中心 
1,000.00 

34 2022/12/20 福州市鼓楼区国家税务局 即征即退退税款 财税〔2011〕100 号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3,810.38 

合  计 3,985,510.58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均与收

益相关，计入公司其他收益。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预计将对公司2022年损益

产生积极影响，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