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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83             证券简称：捷昌驱动             公告编号：2022-047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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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捷昌驱动”）及下属子公司宁波海仕凯驱动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仕凯科技”）、浙江居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

优智能”）、新昌县捷昌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昌进出口”）、J-STAR 

MOTION CORPORATION（以下简称“美国 J-STAR”）、浙江仕优驱动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仕优科技”）、Logic Endeavor Group GmbH 及其旗下子公司（以

下简称“LEG”）累计收到政府补助款 27,547,202.62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0.18%；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20,041,902.62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7.41%。 

上述政府补助具体明细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序

号 
所属公司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获得时间 补助类型 补助依据 

1 海仕凯科技 2021 年个税手续费返还  32,353.08  2022/01/13 与收益相关 
个税手续费返

还 

2 海仕凯科技 

慈溪市就业管理服务中

心慈溪市职工失业保险

基金支出专户吸纳高校

生社保补贴 

 35,643.60  2022/01/14 与收益相关 - 

3 居优智能 2021 年个税手续费返还  698.36  2022/01/26 与收益相关 
个税手续费返

还 

4 捷昌驱动 绿色发展奖  50,000.00  2022/01/26 与收益相关 
新政办发

[2021]54 号 

5 居优智能 2021 年个税手续费返还  846.41  2022/01/26 与收益相关 
个税手续费返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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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属公司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获得时间 补助类型 补助依据 

6 捷昌驱动 

2021 年度发明专利产业

化补助-电动升降桌驱

动控制系统 

 200,000.00  2022/01/27 与收益相关 
新政办发

[2021]54 号 

7 捷昌驱动 
2021 年市制造业亩均效

益“领跑者” 
 200,000.00  2022/01/27 与收益相关 

新政办发

[2021]54 号 

8 捷昌驱动 稳岗返还  137,970.88  2022/01/27 与收益相关 
浙人社发

[2021]39 号 

9 进出口 稳岗返还  1,444.64  2022/01/27 与收益相关 
浙人社发

[2021]39 号 

10 捷昌驱动 

2022 年第一批开放型经

济奖补资金-出口信用

保险 

 313,375.00  2022/01/28 与收益相关 
新商务[2022]3

号 

11 居优智能 第一批开放型经济奖补  2,568.00  2022/01/28 与收益相关 
新政办发

[2021]54 号 

12 捷昌驱动 

2022 年第一批促进现代

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

国内展 

 213,645.00  2022/01/29 与收益相关 
新商务[2022]4

号 

13 进出口 2021 年个税手续费返还  1,267.20  2022/03/02 与收益相关 
个税手续费返

还 

14 捷昌驱动 2021 年个税手续费返还  308,096.73  2022/03/03 与收益相关 
个税手续费返

还 

15 捷昌驱动 2021 年个税手续费返还  1,081.16  2022/03/18 与收益相关 
个税手续费返

还 

16 捷昌驱动 见习实习补贴  206,419.00  2022/03/28 与收益相关 

新委办

[2022]29 号、

新县委人领

[2022]1 号、新

委办[2019]129

号等 

17 海仕凯科技 

2021 年度慈溪市绿色制

造项目（企业）奖补（省

级节水型企业） 

 70,000.00  2022/03/28 与收益相关 

慈政办发

[2021]25 号/

慈经信

[2021]157 号 

18 海仕凯科技 

2021 年度慈溪市绿色制

造项目（企业）奖补（水

平衡测试） 

 20,000.00  2022/03/28 与收益相关 

慈政办发

[2021]25 号/

慈经信

[2021]157 号 

19 捷昌驱动 
2022 年第二批开放型经

济奖补资金-鼓励出口 
 110,000.00  2022/03/30 与收益相关 

新商务[2022]8

号 

20 捷昌驱动 
2022 年第二批开放型经

济奖补资金-支持开展
 50,000.00  2022/03/30 与收益相关 

新商务[202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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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属公司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获得时间 补助类型 补助依据 

跨境电商 

21 捷昌驱动 
软件销售增值税即征即

退款（2021 年 12 月） 
1,240,283.99 2022/03/30 与收益相关 

财税[2011]100

号 

22 捷昌驱动 
软件销售增值税即征即

退款（2022 年 01 月） 
695,235.73 2022/03/30 与收益相关 

财税[2011]100

号 

23 进出口 
2022 年第二批开放型经

济奖补资金-鼓励出口 
1,500,000.00 2022/03/30 与收益相关 

新商务[2022]8

号 

24 进出口 

2022 年第二批开放型经

济奖补资金-支持开展

跨境电商 

15,411.00 2022/03/30 与收益相关 
新商务[2022]8

号 

25 海仕凯科技 

2021 年宁波市四季度规

上制造业企业产值达标

奖励和四季度新进规上

工业企业 

100,000.00 2022/03/30 与收益相关 
甬政办发

[2021]68 号 

26 捷昌驱动 企业地方政策兑现项目 4,614,400.00 2022/03/31 与资产相关 
地方政府“一企

一策”扶持政策 

27 仕优科技 
发展办 2021年度经济工

作奖励 
5,000.00 2022/04/01 与收益相关 - 

28 捷昌驱动 
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

台项目专项资金 
5,000,000.00 2022/04/14 与收益相关 

新经信

[2022]17 号 

29 捷昌驱动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奖励 400,000.00 2022/04/26 与收益相关 
新经信

[2022]14 号 

30 捷昌驱动 

2022 年第一批数字经济

财政补助资金-软件产

品纳税销售补助 

1,000,000.00 2022/05/10 与收益相关 
新经信

[2022]19 号 

31 捷昌驱动 
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专精特新 
168,200.00 2022/05/12 与收益相关 

新经信

[2022]25 号 

32 捷昌驱动 
2019 年度研发经费补助

资金 
1,354,606.00 2022/05/12 与收益相关 

新政发[2019]7

号 

33 捷昌驱动 

技术改造项目财政奖补

资金-捷昌智慧工厂建

设项目 

2,890,900.00 2022/05/17 与资产相关 
新经信

[2022]27 号 

34 捷昌驱动 
2021 年新昌县制（修）

订标准财政奖补 
200,000.00 2022/05/20 与收益相关 

新市监字

[2022]39 号 

35 捷昌驱动 
软件销售增值税即征即

退款（2021 年 02 月） 
533,522.66 2022/05/31 与收益相关 

财税[2011]100

号 

36 捷昌驱动 
县 2021年第一批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 
290,354.97 2022/06/07 与收益相关 

浙人社发

[2022]37 号 

37 捷昌驱动 
科技人才政策奖补-引

进海外工程师 
257,400.00 2022/06/07 与收益相关 

新委办

[2020]29 号 

38 捷昌驱动 财政奖励资金-2021 年 500,000.00 2022/06/08 与收益相关 新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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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属公司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获得时间 补助类型 补助依据 

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 [2022]32 号 

39 捷昌驱动 

财政奖励资金-2021 年

浙江省制造业亩均领跑

企业 

100,000.00 2022/06/08 与收益相关 
新经信

[2022]32 号 

40 仕优科技 稳岗返还 13,069.47 2022/06/17 与收益相关 
浙人社发

[2021]39 号 

41 居优智能 
新昌县财政局稳岗返还

补助 
28,566.97 2022/06/21 与收益相关 

新人社发

[2021]17 号 

42 捷昌驱动 

2021 年度知识产权项目

补助-商业秘密保护基

地奖励 

20,000.00 2022/06/28 与收益相关 
新政发

[2021]54 号 

43 捷昌驱动 

2021 年度知识产权项目

补助-专利导航、预警项

目奖励 

205,000.00 2022/06/28 与收益相关 
新政发

[2021]54 号 

44 海仕凯科技 

慈溪市就业管理服务中

心慈溪市职工失业保险

基金支出专户稳岗返还 

228,477.16 2022/06/28 与收益相关 - 

45 海仕凯科技 

慈溪市财政局财政零余

额账户慈溪市科学技术

局本级重点技术研发第

五批 

2,000,000.00 2022/06/30 与收益相关 
甬财经

[2022]658 号 

46 美国 J-STAR 电机关税退税 87,952.21 2022/06/01 与收益相关 
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关于恢

复延长先前豁

免 301 关税通

知书 

47 美国 J-STAR 电机关税退税 239,738.71 2022/06/13 与收益相关 

48 美国 J-STAR 电机关税退税 828,172.56 2022/06/29 与收益相关 

49 LEG 疫情核酸测试补贴 75,851.87 
2022/02-20

22/06 
与收益相关 - 

50 LEG 保留员工纾困金 999,650.25 2022/05/06 与收益相关 - 

合计 27,547,202.62    

 

二、补助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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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划分补助类型。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公司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将对公司 

2022年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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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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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7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