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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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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8 日，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

克股份”或“公司”）、其下属子公司拓卡奔马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拓卡奔马”）、浙江众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众邦”）、安徽

杰羽制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杰羽”）累计收到政府补助金额

为人民币 44,866,842.30 元（未经审计），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42,177,342.30 元，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9.29%；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2,689,500.00 元，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

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11%。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收到补助

的公司 
项目名称 

累计发生额 

（元） 

与资产/收益

相关 

1 杰克股份 2017 平市商务促进资金（外经贸部分） 640,600.00 与收益相关 

2 杰克股份 
椒江区商务局 2017 年区外向型经济发展

专项资金 
1,687,100.00 与收益相关 

3 杰克股份 
国家标准研制项目经济工作会议奖（参与

起草单位） 
20,000.00 与收益相关 

4 杰克股份 
椒江区机关事务管理功勋企业奖（2018 年

度全面深化改革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 
300,000.00 与收益相关 

5 杰克股份 椒江区困难企业社保费返还资金 14,470,167.83 与收益相关 

6 杰克股份 阳光家园年安置残疾人补助款 15,012.00 与收益相关 

7 杰克股份 
收到椒江区商务局 17 年度区级电商发展

专项资金 
150,000.00 与收益相关 

8 杰克股份 
下陈街道残疾人之家月运营经费补助

（18.9-19.5） 
66,384.00 与收益相关 

9 杰克股份 椒江区科学技术局发明专利授权补助 460,000.00 与收益相关 

10 杰克股份 收到杰出台州工匠补助经费 192,000.00 与收益相关 

11 杰克股份 
技能大师工作室补助经费申请表、“百千

万”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经费申请表 
40,000.00 与收益相关 

12 杰克股份 

台州市椒江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度

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创业基地、省"两化"

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专项补助资金的通

知（省企业上云示范标杆企业奖励）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13 杰克股份 
浙江“万人计划”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经费

【省人力社保厅（本级）】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14 杰克股份 三强一制造财政专项资金 80,000.00 与收益相关 

15 杰克股份 下陈街道残疾人之家残疾人补助 17,256.00 与收益相关 

16 杰克股份 浙江省院士专家工作站 160,000.00 与收益相关 

17 杰克股份 
关于兑现 2019 年度第三批各类人才专项

经费的函 
577,191.53 与收益相关 

18 杰克股份 中国缝制协会专项奖励补贴 181,765.00 与收益相关 

19 杰克股份 收到杰克股份软件产品退税 153,647.98 与收益相关 

20 拓卡奔马 促进企业裂变增长奖励 406,200.00 与收益相关 

21 拓卡奔马 提升创新能力奖励 1,043,700.00 与收益相关 



 

22 拓卡奔马 收到 18 年企业先进集体奖励 80,000.00 与收益相关 

23 拓卡奔马 收到临海市困难企业社保费返还 3,761,316.99 与收益相关 

24 拓卡奔马 
收到临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

培训补助 
13,928.04 与收益相关 

25 拓卡奔马 临海市科学技术局专项 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26 拓卡奔马 省级新产品鉴定 90,000.00 与收益相关 

27 拓卡奔马 三强一制造财政专项资金 250,000.00 与收益相关 

28 拓卡奔马 收到拓卡奔马软件产品退税 10,258,200.44 与收益相关 

29 浙江众邦 
临海市科学技术局专项-科技研发投入财

政 
100,300.00 与收益相关 

30 浙江众邦 收到临海市困难企业社保费返还 1,596,752.60 与收益相关 

31 浙江众邦 
收到临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

培训补助 
13,928.04 与收益相关 

32 浙江众邦 收到浙江众邦软件产品退税 4,649,891.84 与收益相关 

33 安徽杰羽 
收到关于拨付 2018 年度“一网五点”就业

失业动态监测工作补助资金 
2,000.00 与收益相关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小计 42,177,342.30 
 

34 杰克股份 
智能衬衫流水线自动化设备及关键技术

研发项目 
1,000,000.00 与资产相关 

35 杰克股份 
年产 6 万吨缝纫机铸件技改项目技术改造

专项资金补助 
1,000,000.00 与资产相关 

36 杰克股份 

台州市椒江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度

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创业基地、省"两化"

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专项补助资金的通

知（全生命周期研发管理系统建设项目） 

689,500.00 与资产相关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小计 2,689,500.00 
 

政府补助总计 44,866,842.30 
 

注：截止 2019 年 11 月 8 日，本次公告的与收益相关的政补助收入中，增值税软件退

税金额为 15,061,740.27 元，扣除增值税软件退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27,115,602.0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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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公司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对

公司 2019 年业绩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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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0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