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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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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相关部门确认，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东爱旭”）、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爱旭”）、天津爱旭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爱旭”）自公司上一次披露政府补助情况至今，累计

收到各类政府补助 29，052.48 万元。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17,147.64

万元；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11,904.84 万元。现将相关政府补助明细公告

如下： 

序号 获取主体 项目内容 获取时间 
补助金额 

(万元) 
文件依据 

一、与资产相关 

1 浙江爱旭 
义乌光伏研发中心第一批研

发设备补助 
2021/02/09 2,572.52 

《全球光伏联合创新

中心合作协议》 

2 浙江爱旭 
义乌高效 PERC项目三期设备

第一批补助金 
2021/03/26 10,838.30   

《义乌高效 PERC 太阳

能电池制造基地项目

投资协议（补充协议）》 

3 天津爱旭 
北辰工业信息化局智能化项

目补贴 
2021/03/29 478.02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关于发布 2020 年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

资金项目申报指南的

预通知》 

4 浙江爱旭 
义乌高效 PERC项目三期设备

第二批补助金 
2021/06/17 2,620.78 

《义乌高效 PERC 太阳

能电池制造基地项目

投资协议（补充协议）》 

5 广东爱旭 
2020 年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

计划第六批项目第二期资金 
2021/06/30 160.00 

粤科函资字〔2019〕

1747 号 

6 天津爱旭 
北辰工业信息化局智能化项

目补贴 
2021/09/16 478.02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关于发布 2020 年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

资金项目申报指南的

预通知》 

  小计  17,147.64  



序号 获取主体 项目内容 获取时间 
补助金额 

(万元) 
文件依据 

二、与收益相关 

1 广东爱旭 
广东省级短期险保费扶持资

金 
2020/12/15 8.39  

粤商务贸函〔2020〕40 

号 

2 天津爱旭 
2020 年度首次入选天津市瞪

羚企业奖励资金 
2020/12/25 20.00 津政发〔2019〕17 号 

3 广东爱旭 三水区商标战略扶持资金 2020/12/29 1.10  三市监〔2019〕73 号 

4 广东爱旭 
2019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区级配套资金 
2020/12/30 100.00 粤府办〔2018〕33 号 

5 广东爱旭 
2019 年佛山高新区瞪羚企业

政策扶持资金 
2021/01/28 30.00 佛高新〔2019〕71 号 

6 天津爱旭 
天津市 2021 年 1 月第一批

享受以工代训补贴 
2021/02/02 37.82 

津人社办发〔2020〕139

号 

7 天津爱旭 天津市专利补贴 2021/02/02 0.72 津知发规字〔2016〕7 号  

8 天津爱旭 
天津市北辰区商务局外贸监

测扶持资金 
2021/02/04 0.50 

《北辰区 2020 年外贸

运行监测制度的方案》 

9 广东爱旭 佛山市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2021/02/20 4.40  粤府办〔2020〕8 号 

10 广东爱旭 
佛山市 2019年降低企业用电

成本补贴资金 
2021/03/17 152.70  佛工信〔2020〕21 号 

11 广东爱旭 
佛山市 2019年大工业企业变

压器容量基本电费补贴 
2021/03/17 67.18 佛工信〔2020〕21 号 

12 浙江爱旭 义乌三期产业发展补助资金 2021/03/26 4,000.00 

《义乌高效 PERC 太阳

能电池制造基地项目

投资协议（补充协议）》 

13 天津爱旭 
2021 年北辰区第五批企业一

次性稳定就业补贴 
2021/03/30 30.00 

《支持企业外地员工

春节期间留津稳定就

业若干措施》 

14 广东爱旭 
佛山市 2020年度领军企业资

助专项经费 
2021/04/12 30.00 佛高新〔2020〕65 号 

15 广东爱旭 

佛山市第三批佛山市科技型

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

贷款贴息 

2021/04/14 22.42 佛府办〔2014〕16 号 

16 广东爱旭 
佛山市 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补助 
2021/04/25 53.41 佛科函〔2021〕29 号 

17 浙江爱旭 科技局海外工程师年薪补助 2021/04/27 10.00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

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

发浙江省科技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 

18 浙江爱旭 
义乌市委政府 2 个月零利息

政策 
2021/05/11 32.00 

《关于帮扶企业渡过

难关的六条意见》 



序号 获取主体 项目内容 获取时间 
补助金额 

(万元) 
文件依据 

19 浙江爱旭 义乌六期产业发展补助资金 2021/06/17 3,037.00 

《爱旭 36GW 新世代高

效太阳能电池项目补

充协议》 

20 浙江爱旭 大型企业社会保费补助 2021/06/17 5.38 

《关于坚决打赢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全力稳企业稳经济稳

发展的若干意见》 

21 广东爱旭 

2021 年度广东省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专项（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 

2021/06/18 5.00 粤财工〔2020〕228 号 

22 广东爱旭 
2020 年度佛山市知识产权资

助专项资金 
2021/06/23 31.45 

佛市监办发〔2019〕11

号 

23 广东爱旭 2019 年度三水区专利资助 
2021/06/29 40.87 三府办〔2020〕8 号 

24 广东爱旭 
2020 年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

计划第六批项目第二期资金 
2021/06/30 80.00 

粤科函资字〔2019 〕

1747 号 

25 广东爱旭 中国发明专利授权资助 2021/06/30 3.50 
佛市监办发〔2019〕11

号 

26 广东爱旭 中国发明专利年费资助 2021/06/30 4.91 
佛市监办发〔2019〕11

号 

27 广东爱旭 

广东省 2021年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专项资金（促进外贸

发展方向）促进投保出口信

用保险项目资金（一般企业） 

2021/07/15 42.19 
佛商务外贸字〔2020〕

33 号 

28 广东爱旭 
2020 年三水区融资租赁扶持

资金 
2021/07/23 21.90 三府办〔2017〕18 号 

29 广东爱旭 

2020 年三水区促进外贸发展

扶持资金（产品国际认证项

目） 

2021/07/28 2.00 三府办〔2017〕13 号 

30 浙江爱旭 科技局海外工程师年薪补助 2021/08/11 30.00 海外工程师年薪补助 

31 浙江爱旭 义乌三期产业发展补助资金 2021/09/23 4,000.00 

《义乌高效 PERC 太阳

能电池制造基地项目

投资协议（补充协议）》 

  小计  11,904.84  

  合计  29,052.48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

企业取得的、用于构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在实际收

到时计入“递延收益”，在对应资产折旧年限内进行摊销，于摊销各年计入“其他收

益”，并计入当年非经常性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在实际收到时计入“其他收

益”，并计入当年非经常性损益。 

相关政府补助的具体影响金额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