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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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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控股

子公司于2020年7月8日至2020年12月22日期间累计收到政府补助收

入如下： 

企业名称 
综合持

股比例 
项目名称 

2020年 7月 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2 日期

间累计收到

政府补助金

额（万元人民

币） 

政府补助来源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81.82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产业扶持资金 42.60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159.0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13.11 国家科技部 

上海第一机床厂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450.00 上海市临港管委会 

上海电气分布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专项奖励 300.00 国家工信部 

上海电气风电广东有限公司 100% 产业扶持资金 128.24 广东省汕头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风电广东有限公司 100% 专项奖励 68.19 广东省汕头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风电广东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13.75 广东省汕头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产业扶持资金 1,200.00 上海市闵行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1,195.39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80.00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莆田有限公司 100% 专项奖励 100.00 福建省莆田市财政局 



企业名称 
综合持

股比例 
项目名称 

2020年 7月 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2 日期

间累计收到

政府补助金

额（万元人民

币） 

政府补助来源 

 

上海电气风电云南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31.00 云南省玉溪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00% 职工补贴 10.91 上海闵行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核电集团有限公司 100% 产业扶持资金 10.0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226.20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1,370.00 上海市静安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100% 专项奖励 30.00 上海市静安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集团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89.00 上海市松江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876.69 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775.00 上海市经信委 

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100.0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50.00 上海市闵行区科技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412.50 上海市闵行区科技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20.00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148.2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上海电气自动化设计研究所有限公

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188.43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电站辅机厂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29.77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 100% 产业扶持资金 548.00 上海市经信委 

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55.00 上海市经信委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235.92 国家科技部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503.40 上海市经信委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280.00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162.0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5,000.00 上海市闵行区高新技术产业化

促进中心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100% 专项奖励 20.00 上海市闵行区高新技术产业化

促进中心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100% 专项奖励 80.34 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汽轮机厂有限公司 100% 项目研发 100.00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 

上海汽轮机厂有限公司 100% 财政扶持资金 10.00 上海市闵行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天长）生物质发电有限

公司 

99% 财政扶持资金 184.33 安徽省天长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蒙城）生物质热电有限

公司 

89% 财政扶持资金 413.00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集团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80% 财政扶持资金 15.46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电气分布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0% 专项奖励 100.00 上海市徐汇区政府 



企业名称 
综合持

股比例 
项目名称 

2020年 7月 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2 日期

间累计收到

政府补助金

额（万元人民

币） 

政府补助来源 

 

上海电气（五河）生物质热电有限

公司 

65% 财政扶持资金 445.00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农业农村

局 

上海电装燃油喷射有限公司 61% 财政扶持资金 301.07 上海市奉贤区财政局 

上海电装燃油喷射有限公司 61% 职工补贴 22.46 上海市奉贤区财政局 

上海电装燃油喷射有限公司 61% 税收返还 13.47 上海市奉贤区税务局 

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 61% 财政扶持资金 52.98 上海市闵行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安徽）储能科技有限公

司 

60% 财政扶持资金 91.55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60% 项目研发 243.0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60% 财政扶持资金 90.0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60% 项目研发 90.00 工信部 

上海电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60% 财政扶持资金 90.00 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60% 项目研发 23.98 上海市闵行区科技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58% 项目研发 450.00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

理委员会 

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58% 财政扶持资金 200.0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58% 项目研发 40.0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58% 项目研发 23.87 国家能源局 

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58% 项目研发 103.40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高强度螺栓厂有限公司 55% 财政扶持资金 17.00 上海市宝山区经济委员会 

上海工具厂有限公司 55% 项目研发 38.40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工具厂有限公司 55% 财政扶持资金 23.80 杨浦区人力和社保局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 55% 财政扶持资金 47.28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就业中心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 55% 财政扶持资金 36.63 无锡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服

务中心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 55% 财政扶持资金 30.00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发改委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 55% 财政扶持资金 20.07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商务局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 55% 财政扶持资金 15.00 江苏省无锡市监督管理局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 55% 财政扶持资金 11.00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管委会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 55% 财政扶持资金 10.00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工信局 

上海电气凯士比核电泵阀有限公司 55% 项目研发 320.00 上海市临港管委会 

上海电气凯士比核电泵阀有限公司 55% 财政扶持资金 14.80 上海市临港管委会 

上海电气斯必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5% 财政扶持资金 54.50 上海市杨浦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本部 55% 项目研发 38.00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汽轮机

厂 

55% 项目研发 170.00 上海市经信委 



企业名称 
综合持

股比例 
项目名称 

2020年 7月 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2 日期

间累计收到

政府补助金

额（万元人民

币） 

政府补助来源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汽轮机

厂 

55% 项目研发 54.0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集团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

司 

52% 项目研发 276.00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集团国控环球工程有限公

司 

51% 项目研发 143.11 山西省太原省万柏林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泰雷兹交通自动化系统有

限公司 

50% 专项奖励 300.00 浦东新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输配电工程成套有限公司 50% 财政扶持资金 300.00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 

上海电气输配电工程成套有限公司 50% 财政扶持资金 75.00 上海市浦东新区经信委 

高斯图文印刷系统（中国）有限公

司 

49% 项目研发 100.00 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高斯图文印刷系统（中国）有限公

司 

49% 产业扶持资金 44.00 闵行区浦江镇财政所 

上海老港申菱电子电缆有限公司 49% 职工补贴 96.27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 

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7% 专项奖励 10.00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高新区 

上海联合滚动轴承有限公司 46% 财政扶持资金 72.00 上海市闵行区科技技术委员会 

上海天安轴承有限公司 46% 项目研发 515.00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天安轴承有限公司 46% 项目研发 277.00 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委员会 

上海振华轴承总厂有限公司 46% 财政扶持资金 15.73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纳杰电气成套有限公司 43% 财政扶持资金 86.00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人民政府 

上海电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40% 财政扶持资金 166.80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电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40% 财政扶持资金 4,748.20 上海市杨浦区财政局 

上海华普电缆有限公司 40% 专项奖励 90.00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人民政府 

上海华普电缆有限公司 40% 财政扶持资金 86.00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人民政府 

上海华普电缆有限公司 40% 专项奖励 42.50 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上海华普电缆有限公司 40% 财政扶持资金 35.24 上海市闵行区残疾人劳动服务

所 

上海华普电缆有限公司 40% 财政扶持资金 20.01 上海市闵行区失保基金 

溧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34% 财政扶持资金 10.66 上海市崇明区财政局 

上海船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4% 财政扶持资金 45.30 上海市崇明区财政局 

上海大华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30% 财政扶持资金 102.30 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 

上海飞航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30% 财政扶持资金 25.00 上海市松江区国库收付中心 

东莞市雅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8% 税收返还 379.85 东莞市税务局 

东莞市雅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8% 财政扶持资金 85.99 广东省东莞市财政国库支付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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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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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政府补助来源 

 

惠州市赢合科技有限公司 28% 税收返还 1,622.77 惠州税务局 

惠州市赢合科技有限公司 28% 职工补贴 25.00 广东省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专项奖励 2,000.00 深圳市财政局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税收返还 307.42 深圳市财政局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专项奖励 142.40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专项奖励 82.00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税收返还 50.77 深圳市光明区税务局 

上海电气研砼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26% 财政扶持资金 80.00 泰兴市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中心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25% 专项奖励 131.29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南华兰陵电气有限公司 25% 财政扶持资金 46.00 上海市财政局 

深圳市和合自动化有限公司 21% 税收返还 52.43 深圳市光明税务局 

深圳市和合自动化有限公司 21% 税收返还 14.21 深圳市税务局 

惠州市隆合科技有限公司 20% 税收返还 25.23 惠州市仲恺税务局 

惠州市隆合科技有限公司 20% 税收返还 16.13 惠州市税务局 

吴江变压器有限公司 18% 产业扶持资金 2,000.00 东太湖财政局 

吴江变压器有限公司 18% 专项奖励 30.00 苏州市吴江太湖新城镇财政局 

吴江变压器有限公司 18% 项目研发 20.00 东太湖财政局 

深圳市斯科尔科技有限公司 14% 财政扶持资金 20.00 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 

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2% 财政扶持资金 80.00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 

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2% 职工补贴 22.92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 

无锡红旗船厂有限公司 9% 财政扶持资金 50.00 惠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其他  其他小额专项补助 544.90  

合计   34,599.93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于 2020年 7月 8日至 2020年 12月 22日

期间累计收到政府补助人民币 34,599.93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 9.88%；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

33,983.41万元，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9.71%。公司收到



的上述政府补助对公司利润将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对公司 2020 年度

损益的影响额应以经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后的金额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