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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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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20 年 5 月 7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牌厨柜”）及下属子公司累计

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29,575,676.02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获得补助单位 补助项目  补助依据 

 补助金额

（元）  

1 金牌厨柜 防疫措施费补助 厦发改投资[2020]101 号 100,000.00  

2 金牌厨柜 搬迁补偿费  — 
       

111,325.00  

3 金牌厨柜 搬迁补偿费  — 
       

111,325.00  

4 金牌厨柜 非公党建示范点补助经费 非公党建示范点补助 
       

143,950.00  

5 金牌厨柜 收到个税返还 个人所得税法 
        

97,504.29  

6 金牌厨柜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补助资

金 
厦府办〔2018〕162 号 

       

380,000.00  

7 金牌厨柜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奖励资

金 
厦府办〔2018〕162 号 

       

710,000.00  

8 金牌厨柜 社保补贴 厦人社〔2013〕126 号 
        

12,502.38  



9 金牌厨柜 自主招工招才奖励 厦人社〔2013〕126 号 
        

41,000.00  

10 金牌厨柜 灾后重建固投项目补助基金 同工信[2020]7 号 
       

100,000.00  

11 金牌厨柜 社保补差款 厦人社〔2013〕126 号 
        

23,608.20  

12 金牌厨柜 
2020 年首季度网络零售业务奖

励 
厦商务[2020]84 号 

       

500,000.00  

13 金牌厨柜 科技三项补贴  — 
       

500,000.00  

14 金牌厨柜 中国专利奖配套费用 中国专利奖配套奖励金的通知 
              

50,000.00  

15 金牌厨柜 研发经费补助 厦科资配〔2020〕15 号 
     

2,404,800.00  

16 金牌厨柜 引工稳岗费用补助 厦人社〔2013〕126 号 
        

27,800.00  

17 金牌厨柜 帮扶企业发展补助款  — 
        

93,835.00  

18 金牌厨柜 岗位技能培训补贴 厦人社〔2020〕43 号 
       

290,500.00  

19 金牌厨柜 研发经费配套补助 厦同政办〔2019〕3 号 
       

600,000.00  

20 金牌厨柜 自主招工招才奖励 厦人社〔2013〕126 号 
        

25,600.00  

21 金牌厨柜 跨省务工奖励企业 厦人社〔2013〕126 号 
        

16,000.00  

22 金牌厨柜 工业增产增效补贴资金 同工信[2020]7 号 
     

1,000,000.00  

23 金牌厨柜 2020 年专利保险补贴 厦市监知〔2020〕37 号 
        

24,800.00  

24 金牌厨柜 研发经费补助 厦科资配〔2020〕15 号 
     

1,361,900.00  

25 金牌厨柜 研发经费补助 厦科资配〔2020〕15 号 
     

1,361,900.00  

26 金牌厨柜 增产增效奖励资金 同工信[2020]7 号 
     

1,457,325.00  

27 金牌厨柜 
劳动就业中心跨省务工奖励补

助 
厦人社〔2013〕126 号 

        

17,920.00  

28 金牌厨柜 
疫情期间企业岗位技能培训补

贴 
厦人社〔2020〕43 号 

       

156,800.00  

29 金牌厨柜 2020 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奖励 厦府办〔2018〕87 号 
       

150,000.00  

30 金牌厨柜 招用应届生社保补贴 厦人社〔2013〕126 号         



99,488.58  

31 金牌厨柜 自主招工招才奖励 厦人社〔2013〕126 号 75,600.00  

32 金牌厨柜 社保补差款 厦人社〔2013〕126 号 
       

151,117.16  

33 金牌厨柜 研发经费补助 厦科资配〔2020〕15 号 
     

2,042,800.00  

34 金牌厨柜 
202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

金 
  

     

8,000,000.00  

35 江苏金牌 
宿迁市工业 50 强企业奖励资金 

宿财工贸〔2020〕13 号 
       

100,000.00  

36 江苏金牌 
高层次人才项目资助资金 

泗人才办〔2020〕5 号 
        

90,000.00  

37 江苏金牌 
政府开票贡献奖励 

  
        

30,000.00  

38 江苏金牌 
2019 年研发投入奖励补贴款 

泗财〔2020〕83 号 
       

500,000.00  

39 江苏金牌 
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奖补项目 

苏工信中小〔2021〕27 号 
      

770,000.00  

40 江苏金牌 税收奖励补助款 宿财工贸〔2020〕57 号 2,396,200.00  

41 陕西建潘 2020 年稳岗补贴 市人社发〔2019〕10 号 750,816.00  

42 杭州建潘 稳岗返还社保费 杭人社发〔2020〕48 号 24,836.00  

43 杭州建潘 个税手续费返还款项 个人所得税法 11,226.75  

44 杭州建潘 企业以工代训补贴 杭人社发〔2020〕94 号 26,500.00  

45 无锡建潘 稳岗扩岗培训补贴 锡人社发（2020）75 号 32,700.00  

46 澳洲子公司 企业现金流补贴 

澳洲税局 ATO 发布的针对受

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的现金流

补贴 

488,630.00  

47 澳洲子公司 员工留职津贴 

澳洲税局 ATO 发布的针对受

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的员工留

职津贴 

851,682.09  

48 澳洲子公司 员工产假补贴 
澳洲税局 ATO 发布的针对企

业怀孕员工的留职薪资补贴 
66,308.07  

49 澳洲子公司 小企业补助金 

澳洲税局 ATO 发布的针对受

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的小额补

助拨款 

97,726.00  

50 美国子公司 疫情经济补助 
新泽西经济发展局发布的疫情

经济补助 
65,000.00  

51 美国子公司 疫情经济补助 新泽西政府-灾情经济补助 65,000.00  

52 美国子公司. 劳工保护计划贷款豁免 
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 SBAD 发

布的劳工保护计划贷款豁免 
629,213.00  



注：江苏金牌系指公司子公司江苏金牌厨柜有限公司，陕西建潘系指公司子公司陕西建潘厨

卫有限公司，杭州建潘系指公司子公司杭州建潘卫厨有限公司,无锡建潘系指公司子公司无

锡建盈卫厨有限公司，澳洲子公司系指金牌厨柜澳洲有限公司（Goldenhome Austrilia Pty Ltd），

美国子公司系指金牌厨柜国际有限公司（Goldenhome International Inc.），比斯坎湾子公司系

指比斯坎湾厨柜有限公司（Biscayne Cabinetry Inc）。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

资金计入公司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7 日 

53 比斯坎湾子公司 劳工保护计划贷款豁免 
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 SBAD 发

布的劳工保护计划贷款豁免 
275,437.50  

54 比斯坎湾子公司 疫情经济补助 
新泽西经济发展局发布的疫情

经济补助 
65,000.00  

合  计   29,575,67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