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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财政补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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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自 2022 年 7 月 14日至今，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含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财

政补贴 485.06 万元。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

助》的有关规定，上述资金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一、获得财政补贴的基本情况 

自 2022 年 7 月 14日至今，公司（含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

收到与收益相关的财政补贴 485.06 万元，已超过公司 2022 年度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现将补贴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名称 收到补贴时间  金额（万元）  获得补贴原因 补贴依据 

上海洗霸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2023年 3月 
    318.51  即征即退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

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90号） 

2022年 9月      85.00  科创补贴 
《上海市产业协同创新(科技)

项目协议书》 

2022年 7月-

2023年 2月 
      8.79  就业补贴 

《关于给予本市相关用人单位

就业补贴应对疫情稳岗保就业

的通知》（沪人社规〔2022〕18

号） 

2022年 10月-

2023年 2月 
      5.25  扩岗补贴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

财政局 关于落实一次性扩岗补

助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沪人

社规〔2022〕33号） 

2022年 12月      24.06  培训补贴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落

实受疫情影响企业职工线上职

业培训补贴政策有关事项的通

知》（沪人社规〔2021〕4号） 

2022年 11月       3.23  
退伍军人就业

税收优惠 

《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9〕21号） 

2022年 9月-

2023年 2月 
      1.26  稳岗补贴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

就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明电

[2020]2 号）和《关于支持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减轻企业负担若干政策的通知》

（沪人社办[2020]44号） 

广东清帆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2022年 10-12月       0.99  扩岗补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

于加快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

策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

〔2022〕41号） 

河北雄安雄恺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0.15  扩岗补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

于加快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

策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

〔2022〕41号） 

2023年 2-3 月      31.36  即征即退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

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90号） 

江苏康斯派尔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 
2022年 11月       2.50  科创基金奖 

《江苏省泰州市企业科技创新

积分管理领导小组文件》（泰企

积发[2021]1 号） 



2022年 12月       0.48  稳岗补贴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

就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明电

[2020]2 号）和《关于支持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减轻企业负担若干政策的通知》

（沪人社办[2020]44号） 

2022年 12月       0.38  绿色金融奖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江苏省财

政厅关于组织申报 2020 年度江

苏省绿色金融奖补资金的通知》

（ 苏环办[2020]89号） 

上海峰霸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2022年 12月       0.15  扩岗补贴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

财政局 关于落实一次性扩岗补

助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沪人

社规〔2022〕33号） 

上海洗霸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2022年 12月       0.24  培训补贴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落

实受疫情影响企业职工线上职

业培训补贴政策有关事项的通

知》（沪人社规〔2021〕4号） 

上海洗霸气候科

学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 12月       0.15  扩岗补贴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

财政局 关于落实一次性扩岗补

助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沪人

社规〔2022〕33号） 

上海卓谱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 

2022年 11月-

2023年 2月 
      1.10  扩岗补贴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

财政局 关于落实一次性扩岗补

助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沪人

社规〔2022〕33号） 

2022年 12月       0.78  培训补贴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落

实受疫情影响企业职工线上职

业培训补贴政策有关事项的通

知》（沪人社规〔2021〕4号） 

天津蓝天环科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 7月       0.38  稳岗补贴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

就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明电

[2020]2 号）和《关于支持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减轻企业负担若干政策的通知》

（沪人社办[2020]44号） 

2022年 12月       0.30  扩岗补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

于加快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



策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

〔2022〕41号） 

合计     485.06  —— —— 

 

二、补贴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

资金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将作为其他收益计入公司当期损益，

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年度利润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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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