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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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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由于公司获得的部分政府补助与

公司的日常经营紧密相关，相关补助金额的确认具有连续性、不确定性，现将公

司 2019 年度获得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情况公告如下：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兴远仪

表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云润科技有限公司自 2019年 1月 1 日至 2019

年 12月 31日，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 31,790,739.34元(未

经审计)，其中软件生产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

13,701,591.77元。已经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除软件增值税退税政府补

助共计人民币 7,739,539.17元。明细如下： 

收款

单位 
补助原因/项目名称 金额（元） 到账时间 补助依据 

宁波

水表

股份

有限

公司 

2018 年下半年度中小

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

生办理社会保险补贴

的通知 

268,998.00 2019年 3月 
甬人社发

[2015]182号 

2019 年度市级科技计

划项目部分专项资金

补助 

8,000.00 2019年 4月 
北区科技

[2019]4 号 



2018 年度创新发展扶

持计划奖励资金 
50,000.00 2019年 5月 记账凭证 

2018 年江北工业区突

出贡献奖 
70,000.00 2019年 5月 

北工管

[2019]7 号 

2018 年度“中国制造

2025”工业企业专项扶

持资金 

1,850,000.00 2019年 5月 
北区财政

[2019]31 号 

2018 年度质量品牌标

准补助资金 
310,000.00 2019年 6月 

北区市监

[2019]38 号 

2018 年度第二批工业

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中国制造

2025”专项） 

500,000.00 2019年 6月 
甬财政发

[2018]505号 

2019 年度江北区第二

批科技计划（项目）经

费（区级科技创新卷补

助） 

47,200.00 2019年 7月 
北区科技

[2019]19 号 

失业保险援企稳岗返

还 
318,724.00 2019年 9月 

甬人社发

[2019]26 号 

2019 年度江北区专项

补助资金 
3,000,000.00 2019年 9月 

北区金办

[2019]12 号 

2018 年第一批引进培

养创新型和紧缺型人

才资助经费 

110,000.00 2019年 9月 
北区政发

[2018]10 号 

2019 年退伍军人减免

增值税 
187,500.00 2019年 9月 

财税

[2019]21 号 

区级重大项目补助（支

持漏检测的 NB-IOT 智

能水表研制） 

260,000  2019年 9月 
北区科技

[2019]19 号 



2018 年度“中国制造

2025”工业企业第三批

专项扶持资金 

7,180,000.00 2019年 10月 
北区财政

[2019]87 号 

2019 年度宁波出口信

保保险补助 
30,300.00 2019年 11月 

甬财政发

[2019]790号 

2018 年度宁波市浙江

出口名牌企业补助 
100,000.00 2019年 11月 

甬财政发

[2019]865号 

主持制定浙江制造标

准补贴 
200,000.00 2019年 11月 

甬财政发

[2019]974号 

2019 年度工业物联网

试点项目、制造业重点

服务平台补助 

1,460,000.00  2019年 12月 
甬经信产数

[2019]122号 

2019 年度江北区数字

经济发展专项（第一

批）资金 

200,000.00  2019年 12月 
北区经信

[2019]64号 

2019 年度江北区数字

经济发展专项（第二

批）资金 

421,700.00  2019年 12月 
北区经信

[2019]70号 

2019 年度宁波市创建

特色型中国软件名城

资金补助 

1,000,000.00  2019年 12月 
甬经信软

[2019]125号 

2019 年度市级科技计

划（项目）部分专项转

移支付资金（研发后补

助） 

247,800.00  2019年 12月 
北区科技

[2019]28 号 

2019 年度江北区第三

批科技计划（项目）经

费 

9,400.00  2019年 12月 
北区科技

[2019]29 号 

2018 年宁波市中东欧 17,600.00  2019年 12月 甬财政发



经贸合作项目补助 [2019]978号 

2018 年度区级外贸服

务外包资金补助 
82,300.00  2019年 12月 

北区商

[2019]43 号 

软件生产企业增值税

即征即退 
13,701,591.77 

2019年 3-12

月 

财税

[2011]100号 

宁波

兴远

仪表

科技

有限

公司 

2019 年三季度创业带

动就业补贴 
30,000.00 2019年 11月 

甬政发

[2015]112号 

宁波市江北工业区管

理委员会出口信保保

费补助 

61,100.00 2019年 11月 
甬财政发

[2019]790号 

宁波市江北工业区管

理委员会境外参展补

助 

21,000.00 2019年 11月 
甬财政发

[2019]751号 

宁波市江北工业区管

理委员会 
42,900.00 2019年 12月 

北区商

[2019]43 号 

杭州

云润

科技

有限

公司 

杭州市高新区（滨江）

科技局窗口专利与软

件著作权资助 

3,000.00 2019年 1月 

杭政办函

[2015]141

号、杭高新

[2017]66 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

总署 2019年第 39号公

告（有关增值税改革的

有关政策） 

1,625.57 2019年 5月 

财政部 税务

总局 海关总

署公告 2019

年第 39号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划分各类政

府补助类型并进行会计处理。上述政府补助的取得，对公司 2019年度利润产生



一定影响，但具体账务处理仍需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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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