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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65         证券简称：水星家纺        公告编号：2022-046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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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获得补助金额：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 2021 年 10月 14 日至 2022年 10 月

13日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共计 39,922,470.57 元（未经审计）。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

定，上述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应计入当期损益，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积极影

响，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获取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政府补助概况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

2021 年 10月 14日至 2022 年 10月 13 日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共

计 39,922,470.57 元（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 10.35%。 

（二）具体补助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获得时间 发放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助 

类型 
补助金额 

1 2021 年 10月 
上海市奉贤区财政

局 

上海张江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专

项发展资金 

（沪财预（2016）149号、

沪科创办（2019）20号、

沪科创办（2019）21号、

沪科创办（2020）96号 

与收益相关 777,609.20 

2 2021 年 10月 
上海市奉贤区应急

管理局 

安全生产标准化

孵化奖补 

奉应急管〔2020〕19号关

于印发《奉贤区 2020 年度

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创建孵化升级工作方案》 

与收益相关 10,000.00 

3 2021 年 10月 
上海市奉贤区应急

管理局 

安全生产标准化

孵化奖补 

奉应急管〔2020〕19号关

于印发《奉贤区 2020 年度

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创建孵化升级工作方案》 

与收益相关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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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得时间 发放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助 

类型 
补助金额 

4 2021 年 10月 
奉贤区南桥镇财政

所 

上海张江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专

项发展资金 

（沪财预（2016）149号、

沪科创办（2019）20号、

沪科创办（2019）21号、

沪科创办（2020）96号 

与收益相关 3,150,000.00 

5 2021 年 11月 
上海市奉贤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 

海外注册商标资

助 

奉贤区企业海外注册商标

资助 
与收益相关 28,000.00 

6 2021 年 11月 
上海市奉贤区经济

委员会 

21 年现代服务业

发展专项补贴 
沪商市场【2019】299号 与收益相关 112,000.00 

7 2021 年 11月 
奉贤区南桥镇财政

所 

海外注册商标资

助 

奉贤区企业海外注册商标

资助 
与收益相关 72,000.00 

8 2021 年 11月 
奉贤区南桥镇财政

所 

21 年现代服务业

发展专项补贴 
沪商市场【2019】299号 与收益相关 288,000.00 

9 2021 年 11月 
上海市奉贤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培训补贴 

沪人社职（2015）78号、

奉人社（2015）30 号 
与收益相关 324,772.42 

10 2021 年 11月 
上海市奉贤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培训补贴 

沪人社职（2015）78号、

奉人社（2015）30 号 
与收益相关 389,680.00 

11 2021 年 11月 
上海市奉贤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培训补贴 

沪人社职（2015）78号、

奉人社（2015）30 号 
与收益相关 153,520.00 

12 2021 年 12月 

海安市国库集中收

付中心（县级支出

户） 

培训补贴 
海人社〔2020〕20 号）、

海人社〔2020〕97 号精神 
与收益相关 48,900.00 

13 2021 年 12月 
海安市劳动就业管

理处 
稳岗补贴 

海人社（2020）160 号 关

于印发海安市超龄人员从

业伤害保险补助办法 

与收益相关 50,606.00 

14 2021 年 12月 
杭州市职业能力建

设指导服务中心 
稳岗补贴 稳岗补贴 与收益相关 36,500.00 

15 2022年 01月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

区综合服务中心 
扶持资金 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5,790,800.00 

16 2022年 01月 待报解预算收入 扣缴税款手续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 
与收益相关 46,150.63 

17 2022年 02月 待报解预算收入 扣缴税款手续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 
与收益相关 128,756.78 

18 2022年 02月 待报解预算收入 税费返还  / 与收益相关 17,736.02 

19 2022年 03月 
上海市残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残疾人补助 

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单

位奖励 
与收益相关 52,899.00 

20 2022年 03月 
上海市残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残疾人补助 

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单

位奖励 
与收益相关 67,303.00 

21 2022年 03月 上海市残疾人就业 残疾人补助 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单 与收益相关 26,3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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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得时间 发放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助 

类型 
补助金额 

服务中心 位奖励 

22 2022年 03月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

区财政局 
人才补贴 招引市外人才补贴 与收益相关 15,750.00 

23 2022年 03月 
南通市海门区三星

镇财政局 
各类奖励 2021 年工业企业奖励 与收益相关 20,000.00 

24 2022年 03月 待报解预算收入 税费返还  / 与收益相关 11,751.42 

25 2022年 05月 社保代发 稳岗返还  / 与收益相关 13,794.00 

26 2022年 05月 
海安县劳动就业管

理处 
稳岗返还 稳岗返还 与收益相关 197,364.00 

27 2022年 06月 
上海八村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企业扶持金  / 与收益相关 3,616,845.00 

28 2022年 06月 
上海八村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企业扶持金  / 与收益相关 164,445.00 

29 2022年 06月 
上海八村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企业扶持金  / 与收益相关 1,643,289.00 

30 2022年 06月 
合肥市失业保险管

理中心 
稳岗返还 

关于开展 2022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工作的公告 
与收益相关 15,176.39 

31 2022年 06月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

金管理局 
稳岗补贴 （粤人社归【2022】9号） 与收益相关 13,625.00 

32 2022年 06月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

务中心 
稳岗补贴  / 与收益相关 51,336.91 

33 2022年 07月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

务中心 
留工培训补贴  / 与收益相关 59,000.00 

34 2022年 08月 
上海市奉贤区财政

局 
各类奖励 沪商市场【2019】299号 与收益相关 56,000.00 

35 2022年 08月 
上海市奉贤区财政

局 
各类奖励 沪商市场【2019】299号 与收益相关 168,000.00 

36 2022年 09月 
上海八村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企业扶持金  / 与收益相关 6,332,908.00 

37 2022年 09月 
上海八村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企业扶持金  / 与收益相关 1,674,997.00 

38 2022年 09月 
上海八村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企业扶持金  / 与收益相关 3,687,157.00 

39 2022年 10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财政局 
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附件 与收益相关 10,510,000.00 

40 其他单笔金额 10,000.00（含）以下小计 与收益相关 89,433.50 

合  计 39,922,470.57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均与收益相关，公司已按照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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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对上述补助资金进行会计处理。 

上述政府补助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

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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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10 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