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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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3843           证券简称：正平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5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于 2020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

614.011775万元人民币（经审计），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474.011775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 4.2963%；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14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0937%。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万元)  

 

发放主体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与资产/  

收益相关  

1 2020.1.16 3.2865 西宁市城东区社会保险服务局 稳岗补贴 
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 青社服局发〔2020〕1号 

 

 

 

 

 

 

 

 

 

 

与收益 

相关 

2 2020.3.20 3.465307 西宁市城西区社会保险服务局 稳岗补贴 
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 青社服局发〔2020〕1号 

3 2021.3.20 1.325428 西宁市城西区社会保险服务局 稳岗补贴 
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 青社服局发〔2020〕1号 

4 2020.3.24 0.235005 册亨县社会福利保险事业局 稳岗补贴 企业稳岗返还申领审批表（2020年度） 

5 2020.3.24 1.6445 海东市平安区社会保险服务局 稳岗补贴 海东市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享受企业公示（第一批） 

 

6 
2020.3.24 0.0222 

海东市乐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稳岗补贴 海东市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享受企业公示 （第一批） 

7 2020.3.24 0.4044 海东市平安区社会保险服务局 稳岗补贴 
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 青社服局发〔2020〕1号 

8 2020.3.25 0.192331 格尔木市社会保险服务局 稳岗补贴 海西州各企业2020年度享受稳岗返还须知 

9 2020.3.26 0.352113 西宁市城东区社会保险服务局 稳岗补贴 
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 青社服局发〔2020〕1号 

 

10 
2020.3.26 

3.09193

8 
西宁市城东区社会保险服务局 稳岗补贴 

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 青社服局发〔2020〕1号 

11 2020.3.26 

 

1.77009

9 

西宁市城东区保险服务局 
 

稳岗补贴 

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 青社服局发〔2020〕1号 

12 2020.3.31 23.4986 贵州省省社保基金 稳岗补贴 贵阳市企业稳岗补贴返还申领表（2020年度） 

13 2020.4.1 75 西宁市城中区财政局 
2019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项扶持贷款贴

息资金 

西宁市财政局关于下达青海省2019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

项扶持（市州级）资金的通知 宁财企字〔2020〕161号 

14 2020.4.10 20 海东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青海省培养拔尖人才经费 银行回单 

15 2020.4.17 0.368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 西安市复工企业核酸检测筛查补贴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西安市财政局关于落实西

安市企业核酸检测筛查补贴政策的补充通知 市人社函

〔2020〕82号 

16 2020.5.7  100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青海省公路与市政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考核评优奖励资金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青海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2019年青海省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考核评价结果的通报 青科发高新〔2019〕94号 

 

与资产 

相关 



  

17 2020.5.8  40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2020年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经费 
青海省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基于全寿命周期低碳成本的

中小跨径桥梁结构体系优化研究） 

18 2020.5.11 8.568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稳岗补贴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西安飞豹科技有限公司

等681户企业享受2020年第三十二批稳岗返还的通知 

 

与收益 

相关 
 

 

  

19 2020.5.11 5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高新技术企业奖补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发放2019年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奖补的通知 陕科发〔2020〕40号 

20 
 

2020.5.25 
 

20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 

2018年度西安市高新区三次创业系列政

策（第四批）雏鹰企业研发费用补贴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关于落实2018年度高新区三次创业系

列政策（第四批）的公示 

21 2020.5.25 39 西宁市城西区财政局 
2019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项扶持贷款

贴息资金 

西宁市财政局关于下达青海省2019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专项扶持（市州级）资金的通知 宁财企字〔2020〕

161号 

22 2020.5.27 15.4691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 
西安国家资助创新示范区扶持重点建设

项目补贴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关于落实2018年第三次创业系列优惠

政策-第五批 

23 2020.6.4 5.77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2018年度研发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补

助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公布青海省2018年度企业研究开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补助名单的通知 青科发高新

〔2020〕36号 

24 2020.7.2 10 西安市科学技术局 2019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补助 西安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公示2019年首次认定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奖补名单（第一批）的通知 

25 2020.7.10 0.128221 格尔木市社会保险服务局 稳岗补贴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稳

定和扩大就业工作举措的通知 青政办〔2020〕45号 

26 2020.7.21 2.32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关于落实2018年第三次

创业系列优惠政策（支持技术交易奖励） 

西安市高新区管委会关于落实2018年度高新区三次创业系

列优惠政策（支持技术交易奖励）的公示 

27 2020.7.21 4.69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关于落实2018年第三次

创业系列优惠政策（支持技术交易奖励）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关于落实2018年第三次创业系列优惠政

策 

28 2020.7.22 1.325428 西宁市城西区社会保险服务局 稳岗补贴 
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 青社服局发〔2020〕1号 



  

 

29 2020.7.22 3.465307 
西宁市城西区社会保险服务

局 
稳岗补贴 

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 青社服局发〔2020〕1号 

与收益 

相关 

30 2020.7.24 3.091938 
西宁市城东区社会保险服务

局 
稳岗补贴 

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 青社服局发〔2020〕1号 

31 2020.7.24 1.770099 西宁市城东区保险服务局 稳岗补贴 
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 青社服局发〔2020〕1号 

32 2020.7.24 0.352113 
西宁市城东区社会保险服务

局 
稳岗补贴 

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 青社服局发〔2020〕1号 

33 2020.8.3 0.5 海东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党建经费 银行回单 

 

34 

 

2020.8.7 

 

1.1828 

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稳岗补贴 西安市2020年第七十九批稳岗返还企业名单和返还金额 

35 2020.8.13 9 西宁市城西区财政局 西宁市第二批“555”计划特殊支持经费 

西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第二批西宁市“引才聚

才555计划”引进培养人才名单的通知宁人才字〔2019〕4

号 

36 2020.8.19 
 

0.404354 

海东市平安区社会保险服务

局 
稳岗补贴 

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 青社服局发〔2020〕1号 

37 2020.8.19 1.64457 
海东市平安区社会保险服务

局 
稳岗补贴 

海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海东市享受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补差企业的公示 

38 2020.8.19 0.02213 
海东市乐都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稳岗补贴 

海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海东市享受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补差企业的公示 

39 2020.8.24 13.05 
西宁东川工业园区汇鑫融资

服务有限公司 
东川工业园区贷款贴息及担保费补助 

西宁东川工业园区汇鑫融资服务有限公司关于拨付园区中

小微企业发展资金贷款贴息及担保费补助的通知 宁汇鑫

司〔2020〕05号 

40 2020.8.24 26.525 
西宁东川工业园区汇鑫融资

服务有限公司 

 

   东川工业园区贷款贴息及担保费补助 

西宁东川工业园区汇鑫融资服务有限公司关于拨付园区中

小微企业发展资金贷款贴息及担保费补助的通知 宁汇鑫

司〔2020〕05号 

41 2020.8.26 2 海东市乐都区财政局 中小企业发展资金 

海东市乐都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乐都区2019年工

业发展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的通知》 乐工信字〔2020〕44

号 

42 2020.9.29 0.6 青海省知识产权局 专利补助资金 

青海省知识产权局文件关于对2019年度青海省授权专利和

获得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优秀奖的专利给予财政补助资金

的通知 青知管字〔2020〕27号 



  

44 2020.10.27 21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

业园区财政局 
2020年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财政局关于下达拨付

2020年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的通知 宁开东财〔2020〕

77号 

与收益 

相关 

45 2020.11.23 2.773894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

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稳岗补贴 银行回单 

46 2020.11.23 5.7024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稳岗补贴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西安惠尔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等530户企业享受2020年第121批稳岗返还的通知 

47 2020.12.28 5 湘潭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规模企业市级扶持资金 
中共湘潭市委办公室湘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促

进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的补充意见 潭办发〔2016〕9号 

 

48 
2020.12.31 3 海东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高新技术及省级科技型企业奖励 银行回单 

合计 614.011775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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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划分补助的类型。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140.00万元人民币确认为递

延收益，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474.011775万元人民币用于补偿公司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

或损失的，于取得时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

益；用于补偿公司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对公司2020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政府部门要求，合理合规的使用政府补助资金，实现政府补助资金

的高效利用。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