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178         证券简称：圣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4 

 

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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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8 月 17 日期间，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龙股份”或“公司”）及其子公司宁波圣龙浦洛西凸轮轴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龙浦洛西”）、湖州圣龙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湖州圣龙”）、浦洛西圣龙（湖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浦洛

西”）累计收到政府补助资金人民币 16,125,569.46 元（未经审计），上述政府补

助金额明细如下： 

序

号 

项目内容  补助金额（元） 发放单位 与资产/收

益相关 

收款单位 

1 多层次资本市场发

展专项资金奖励 

 6,000,000.00  宁波市鄞州区潘

火街道 

与收益相关 圣龙股份 

2 2017 年度省级制

造业“三名”企业

奖励 

 5,000,000.00  宁波市鄞州区经

济和信息化局 

与收益相关 圣龙股份 

3 2016 年度潘火街

道奖励 

 414,800.00  宁波市鄞州区潘

火街道 

与收益相关 圣龙股份 

4 2016 年度宁波国

家高新区“一区多

园”分园发展基金 

 200,000.00  宁波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产业开发

区财政局 

与收益相关 圣龙股份 

5 16 年度区品牌奖

励 

 100,000.00  宁波市鄞州区经

济和信息化局 

与收益相关 圣龙股份 

6 2016 年度代扣个

人所得税手续费返

还 

 97,997.46  宁波市鄞州区地

税局 

与收益相关 圣龙股份 

7 收到 16 年下半年

中小企业招用高样

毕业生补贴 

 59,366.00  宁波市鄞州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与收益相关 圣龙股份 



8 2016 年鄞州区优

秀人才奖励资金 

 50,000.00  宁波市鄞州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与收益相关 圣龙股份 

9 16 年度宁波市引

进国外人才和技术

项目 

 50,000.00  宁波市鄞州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与收益相关 圣龙股份 

10 16 年度鄞州区企

业采用先进管理方

法补助 

 20,000.00  宁波市鄞州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与收益相关 圣龙股份 

11 下拨 16 年下半年

被征地人员社保补

贴(企业) 

 19,600.00  宁波市鄞州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服务中心 

与收益相关 圣龙股份 

12 第十二届宁波市发

明创新大赛奖金 

 8,000.00  宁波市知识产权

局 

与收益相关 圣龙股份 

13 下拨 16 年下半年

被征地人员社保补

贴(企业) 

 4,400.00  宁波市东钱湖度

假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服务中

心 

与收益相关 圣龙股份 

14 收到 16 年潘火街

道奖励补助 

 141,600.00  宁波市鄞州区潘

火街道 

与收益相关 圣龙浦洛西 

15 浙江绿色企业补贴

收入 

 100,000.00  宁波市鄞州区经

济和信息化局 

与收益相关 圣龙浦洛西 

16 2016 年度宁波国

家高新区“一区多

园”分园发展基金 

 100,000.00  宁波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产业开发

区财政局 

与收益相关 圣龙浦洛西 

17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手续费返还 

 15,855.15  宁波市鄞州区地

税局 

与收益相关 圣龙浦洛西 

18 湖州市财政局 16

年技改补助 

 1,580,000.00  湖州市财政局 与资产相关 湖州圣龙 

19 浙江省财政厅千人

计划奖励经费 

 1,000,000.00  浙江省财政厅 与收益相关 湖州圣龙 

20 南浔区千人计划奖

励经费 

 500,000.00  湖州市南浔区财

政局 

与收益相关 湖州圣龙 

21 16 年的房产税返

还 50% 

 184,052.37  湖州市地方税务

局南浔税务分局 

与收益相关 湖州圣龙 

22 16 年土地使用税

返还 50% 

 140,512.00  湖州市地方税务

局南浔税务分局 

与收益相关 湖州圣龙 

23 2016 年南太湖精

英计划 

 75,000.00  湖州市南浔区财

政局 

与收益相关 湖州圣龙 

24 16年“小升规”企

业财政奖励 

 50,000.00  湖州市南浔区财

政局 

与收益相关 湖州圣龙 

25 “南太湖紧缺急需

人才引进计划”补

贴 

 9,000.00  湖州市南浔区财

政局 

与收益相关 湖州圣龙 



26 16 年的房产税返

还 50% 

 108,652.88  湖州市地方税务

局南浔税务分局 

与收益相关 湖州浦洛西 

27 16 年土地使用税

返还 50% 

 96,733.60  湖州市地方税务

局南浔税务分局 

与收益相关 湖州浦洛西 

 总计 16,125,569.46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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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划分补助类型。上述补助的取得会对公司 2017 年业绩利润产生一定影响,预计

所得税前影响额为 14,703,569.46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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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