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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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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9年 1月 14日至本公告日，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沪工”或“公司”）及下属公司上海沪航卫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沪航卫星”）、上海气焊机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气焊”）、上海燊星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燊星机器人”）、河北诚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北诚航”）、上海璈宇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璈宇机电”）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合计金额为 8,885,211.3 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序

号 

收款

单位 

补助项目名

称 

补助金额

（元） 

计入当期

损益金额

（元） 

补助依据 

1 
上海

沪工 

扩大逆变式

弧焊机等产

品生产技术

改造项目补

助资金 

1,176,157.29 681,656.01 

沪经信投【2012】74 号《上海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扩大逆变式弧焊机等产

品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2012 年重

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专项资

金申请报告的批复》 

合计 1,176,157.29 681,656.01  

（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序

号 
收款单位 补助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元） 补助依据 

1 上海沪工 产学研验收资助 50,000.00 

青科委【2018】62 号《关于下达

2018 年青浦区产学研合作发展

资金项目和扶持资金的通知》 



2 上海沪工 
对外贸易发展专项

资金 
147,154.72 

《上海市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的申报工作通知》 

3 上海沪工 国内展会补贴 100,000.00  

4 上海沪工 
名牌产品 100 佳资

助 
10,000.00 

青市监质【2019】43 号《关于下

达 2019 年第一批品牌专项资金

的通知》 

5 上海沪工 
青发集团四新产业

专项扶持资金 
1,210,000.00  

6 上海沪工 
青浦区区长质量奖

提名奖 
50,000.00 

青府发【2019】64 号《上海市青

浦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第二届

青浦区区长质量奖获奖组织和

个人的决定》 

7 上海沪工 
青浦区院士专家工

作站 
80,000.00 

青科协【2019】17 号《关于下达

2019 年青浦区院士专家工作站

项目的通知》 

8 上海沪工 青浦区专利新产品 100,000.00 

青科委【2019】95 号《关于下达

2019 年度青浦区专利新产品计

划项目扶持资金的通知》 

9 上海沪工 
区首席技师资助追

加 
50,000.00 

《2019 年上海市首席技师资助

名单公示》 

10 上海沪工 上海市市专利示范 840,000.00 

沪知局【2019】67 号《上海市知

识产权局关于认定 2019年上海

市企事业专利工作试点示范单

位的通知》 

11 上海沪工 上海市文化创意 1,400,000.00 

《2019 年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项目计

划任务书》（项目编号：

2019010646） 

12 上海沪工 
市级多元化拓展资

金 
731,755.00 

上海市企业市场多元化专项资

金申报表 

13 上海沪工 个税手续费 198,061.07 

财行【2019】11 号《关于进一步

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

管理的通知》 

14 上海沪工 
优秀人才团队补助

资金 
464,000.00 

青委发【2016】11 号《中共青浦

区委青浦区人民政府印发<青浦

区关于促进创新创业人才发展

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15 上海沪工 专利费资助资金 

7,044.50 
上海市专利资助决定书

（751083818613152） 

11,495.00  
上海市专利资助决定书

（751083818604751） 



1,215.50  
上海市专利资助决定书

（751083818616142） 

3,000.00  
上海市专利资助决定书

（001083818045962） 

73,000.00  

青知局【2019】1 号《关于 2018

年下半年青浦区知识产权资助

费发放通知》 

2,500.00 
国内专利资助批复

（751083819605289） 

2,500.00 
国内专利资助批复

（751083819608850） 

57,500.00 

青市监知【2019】40 号《关于

2019 年上半年青浦区知识产权

资助费发放通知》 

2,500.00 
国内专利资助批复

（751083819615276） 

16 上海沪工 稳岗补贴 34,968.00 

青人社【2017】55 号《关于进一

步做好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工作

的实施意见》 

17 
燊星机器

人 

PDPS 工艺设计仿

真系统建设资金 
60,000.00 

青科委【2018】100 号《关于下

达 2018 年度青浦区“软件信息

服务业”扶持项目专项资金的通

知》 

18 
燊星机器

人 
产学研验收资助 200,000.00 

《科技计划项目合同（项目编

号：青产学研 2019-23）》 

19 
燊星机器

人 

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资助 
120,000.00 

青科委【2019】94 号《关于下达

2019 年度青浦区高新技术研发

中心项目和扶持资金的通知》 

20 
燊星机器

人 
企业技术中心资金 150,000.00 

青经发【2018】121 号《青浦区

经委关于认定上海市塑料研究

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技术中心

为“2018 年度青浦区级企业技术

中心”的通知》 

21 
燊星机器

人 

青浦区科技小巨人

工程 
150,000.00 

青科委【2018】113 号《关于下

达 2018 年青浦区科技小巨人工

程项目和扶持资金的通知》 

22 
燊星机器

人 

青浦区软件信息服

务业扶持项目 
400,000.00 

青科委【2019】114 号《关于下

达 2019 年度青浦区“软件信息

服务业”扶持项目专项资金的通

知》 

23 
燊星机器

人 

上海市专精特新企

业资助 
50,000.00  

24 
燊星机器

人 
实用新型专利奖金 12,000.00 

青市监知【2019】40 号《关于

2019 年上半年青浦区知识产权



资助费发放通知》 

25 
燊星机器

人 
专利费资助资金 

510.00 
上海市专利资助决定书

（751083818609030） 

2,500.00 
上海市专利资助决定书

（751083819612062） 

26 
燊星机器

人 
稳岗补贴 25,299.00 

《上海市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

请审核表》 

27 上海气焊 国际展会补贴 45,000.00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批复 

28 上海气焊 知识产权补助资金 

3,000.00 
上海市专利资助决定书

（751083818613151） 

26,000.00 

青知局【2019】1 号《关于 2018

年下半年青浦区知识产权资助

费发放通知》 

8,500.00 

青市监知【2019】40 号《关于

2019 年上半年青浦区知识产权

资助费发放通知》 

29 上海气焊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

引导资金 
800,000.00 

沪府规【2018】5号《上海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服务业

发展引导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

的通知》 

30 沪航卫星 创业大赛 100,000.00 

闵府规发【2019】1 号《闵行区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闵行区关于

推进科技创新创业和成果转化

的政策意见>的通知》 

31 璈宇机电 创业大赛 100,000.00 

闵府规发【2019】1 号《闵行区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闵行区关于

推进科技创新创业和成果转化

的政策意见>的通知》 

32 璈宇机电 个税手续费 41052.5 

财行【2019】11 号《关于进一步

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

管理的通知》 

33 河北诚航 
2018 年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奖金 
30,000.00 

固安工信【2019】34 号《关于对

2018 年度规上限上企业进行奖

励的请示》 

34 河北诚航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 
200,000.00 

廊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通知）

（2019）10 号《廊坊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关于下达促进实体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奖励计划的通知》 

35 河北诚航 
支持企业科技创新

奖励资金 
53,000.00  

合计 8,203,555.29  

二、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中与收益

相关的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8,203,555.29 元，经递延收益摊销转入当期损

益的政府补助 681,656.01 元。 

本次公告的政府补助会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损益产生一定影响，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具体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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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