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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一）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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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为本公司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公司董事长王常青、总经理吴刚、会计负责人高

云声明：保证本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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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简介

（一）公司基本情况表

企业法定名称 深圳巴士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 60,000,000 元

经营范围

新能源产业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从事

广告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是：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充电桩、充电站、换电站及服务场站的建设、运营

及维护服务；汽车整车技术检测；新能源汽车维修

保养；立体停车场的建设、经营、管理。

注册地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支路 1001 号公交大

厦 2201 室

办公地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支路 1001 号公交大

厦附楼 5楼

企业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邮政编码 518036

企业网址 无

电子信箱 无

指定登载年度报告网址 http://www.szbus.com.cn/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二）信息披露主要负责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职务 联系地址 电话 电子邮箱

吴刚 总经理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

区莲花支路 1001 号公交

大厦附楼 5楼

83982763
wugang@szbus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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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组织架构

（五）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任期起始日期

周志成 董事长 男 2018 年 4 月

陈定中 董事 男 2019 年 5 月

王中恒 董事 男 2019 年 5 月

（六）监事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任期起始日期

吴刚 监事 男 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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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任期起始日期

吴刚 总经理 男 2020 年 8 月

赖定启 副总经理 男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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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资产负债表
资产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220,507.08 745,125.46
应收账款 3,970,231.72 8,291,536.77
其他应收款 35,935,388.86 --
其他流动资产 16,353,194.64 7,385,876.04

流动资产合计 61,479,322.30 16,422,538.27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000,000.00 15,000,000.00
固定资产 273,010,775.67 116,990,096.93
在建工程 38,067,655.68 68,323,718.49
无形资产 4,663,243.89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895,261.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30,741,675.24 201,209,076.42

资产总计 392,220,997.54 217,631,614.69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130,430,326.44 76,337,354.15
预收账款 1,213,935.90 421,784.29
应付职工薪酬 22,898.78 --
应交税费 11,429.19 559,342.68
其他应付款 189,171,786.14 78,652,722.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145,200.00 --

流动负债合计 327,995,576.45 155,971,203.12

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21,483,800.00 --

非流动负债合计 21,483,800.00 --

负债合计 349,479,376.45 155,971,203.12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60,000,000.00 60,000,000.00
盈余公积 16,598.14 16,5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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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润/（亏损） (17,274,977.05) 1,643,813.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42,741,621.09 61,660,411.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92,220,997.54 217,631,614.69

（二）利润表
2020年 2019年

营业收入 27,862,479.27 7,954,136.51
减：营业成本 53,114,586.97 5,683,753.58

税金及附加 -- 337.80
管理费用 647,050.11 63,104.66

财务费用 116,582.67 (12,028.24)
其中：利息收入 10,624.26 13,119.61

加：其他收益 7,097,000.00 --

营业利润/（亏损） (18,918,740.48) 2,218,968.71
减：营业外支出 50.00 --

利润/（亏损）总额 (18,918,790.48) 2,218,968.71
减：所得税费用 -- 559,154.13

净利润/（亏损） (18,918,790.48) 1,659,814.58
其中：持续经营净利润/（亏损） (18,918,790.48) 1,659,814.58

其他综合收益 -- --

综合收益/（亏损）总额 (18,918,790.48) 1,659,814.58

四、董事会报告

2020 年 7 月 16 日，深圳巴士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能源公司”）正式挂牌实体化运作。在巴士集团的正

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新能源公司将秉承巴士集团转型改革

的使命，着眼粤港澳大湾区，紧紧抓住“新基建”以及深圳

“双区驱动”，盘活深圳巴士集团的充电服务的优势资源，

发挥充电建设运营经验优势，搭建集团新能源充电桩资源统

一投资、开发及运营载体，打造优质的深巴充电建设运营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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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主要工作回顾

1.提前布局，全面介入充电站建设

2020 年 5 月 19 日，集团出租车全面电动化充电桩建设

专题会议（第 26 次）的要求，新能源公司着手全面介入深

圳蓝充电桩建设业务，在集团技术与新能源部和建桩攻坚小

组配合下，于 5 月 25 日移交共计 68 项工作和 131 份相关资

料。

2.多管齐下，解决建桩难题

针对深圳蓝项目建设未尽事宜做了深入调研和现场勘

察。建立定期约谈 EPC 单位的长效机制。有序推进香蜜公园

等 6 个充电场站的竣工验收。结算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完

成明珠大道站、大梅沙海滨公园站总承包工程竣工结算和望

海路站关停项目的结算，福田标段四个项目的形象工程款支

付。解决福田片区充电桩售后故障维修争议事项。处理梧桐

山大道站与盐田港施工项目部分区域重叠问题。

3.全面统筹，开展新增充电站建设

持续推进新增充电站建设工作，充分开展充电站建设的

可行性研究，主要针对公交充电站缺口，抓好项目建设安全、

质量、进度、成本，满足用户体验。一是与客货中心持续推

进 3 个新建项目，其中机场南充电场站于 9 月 28 日运营；

大梅沙 160 地块已完成施工图预算编制；赤湾港航路地块已

进行电力报装和设计图预算编制。二是牵头推动中山园充电

站建设，现阶段已完成设计图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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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续推进，充电站建设补贴申请

为确保“深圳蓝”项目充电站建设补贴款项的顺利申请，

公司召开了三次专题会议，同时，邀请计量院参与资料收集

及初审全过程。2020 年 10 月 30 日，我司正式向福田区发改

局提交 9 个深圳蓝充电站的建设补贴申请资料，预计可获得

补贴总额为 3572.6 万元。

5.加强监管，制定考核联动机制

为了确保考核体系建立的有效性，我司与客货中心签订

了充电站运营的补充协议，约定客货中心应承担的安全责任

及考核机制；为了保证考核的联动性，加入了有责考核综治

死亡事故、发生较大社会影响的安全责任事故或突发事件的

两个集团考核指标。

6.统筹兼顾，稳步推进项目结算

在集团的大力支持下，由采购中心、法务与审计部、新

能源公司组成联合谈判小组，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有进有

退的原则，稳步推进“深圳蓝”项目结算工作。关停站 8 个，

拆迁站 2 个已完成结算审核工作。目前，支付结算款、工程

进度款及第三方服务费用 24154.80 万元。

（二）下一年度公司面临的形势及工作思路

当前，发展新能源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转变能源发展方

式、优化能源结构的重要路径，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在近

年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全国各地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

稳步推进，国内形成了从原材料供应到整车制造的一整套产

业链，并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未来全球新能源仍将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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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时期，推进能源革命、构建绿色低碳能源体系、完

善新能源产业配套设施，将是我国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要突

破点。

深圳市充电服务行业近年来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充

电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根据新能源汽车运营企业协会的统

计，深圳市场在 2020 年充电站已超过 5000 个，但增量主要

以微小民营企业为主，充电建设规模超 10 万 KW 的企业仅有

7 家。由于资本的大量快速涌入，市场竞争格局持续恶化，

多部门的监管为行业带来了成本和生存环境的压力。目前行

业总体上已进入“大浪淘沙、适者生存”的阶段。新能源公

司借助国企的资源优势和巴士集团的品牌影响力，也迎来了

规模扩张的良好机遇。

截止 2020 年，深圳市建成各类充电桩 8.3 万个，其中

社会快充桩约3万个，新能源公司充电桩市场占有率约为3%；

目前深圳市每日充电单量约为 18 万单，新能源公司日均充

电单数约为 4000 单（充电在手平台数据），约占市场份额

的 2.22%，充电服务业务存在巨大的扩张空间。因此，新能

源公司下一步需要持续加强营销策划与管理，逐步提高市场

占有率。

（三）下一年度董事会主要工作任务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思路，结合生产经营实际，为确保年

度任务目标的达成，董事会制定如下工作重点：

1.统一规划布局，推进充电资源整合

谋划好对集团所有的充电站、桩资源的统一布局，合理



12

进行资源的统筹配置，实现内部充电资源的统一管理。重点

推进与普天、永联等公司的合作谈判，落实试点场站的整合

工作。尝试以充电桩设备更新投资的方式，逐步将充电桩转

化为集团自有资源，并接入充电在手平台，扩大平台流量，

从而为巴士新能源的下一步商业拓展奠定基础。

2.强化市场意识，增强市场营销策划

牢固树立市场化经营意识，关注充电站的增值服务，从

用户的需求出发，做到增值服务与客户需求相匹配。密切关

注行业与市场动态，充分掌握市场运营情况，持续推进与小

桔充电、能链快电、支付宝等充电平台互联互通事宜，进一

步提升充电站的盈利能力。

3.提高工作效率，推进充电场站建设

持续推动“深圳蓝”赤湾港航路、大梅沙盐梅路、中山

园站三个新建充电站的建设，积极协调相关手续报批工作，

做好建设质量监督，确保场站按期建成通电并投入运营。其

中，中山园站力争在上半年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赤湾港航

路、大梅沙盐梅路在三季度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4.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场站建设指引

认真总结集团“深圳蓝”出租车充电桩建设经验，包括

选址、建设、验收、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并结合巴士新能源

公司的实际运营特点，以及使用单位的需求，制定新能源公

司内部充电站建设指引，持续提升场站建设质量和效率，以

及充电站的创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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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坚持合理合规，全力推进结算工作

根据标段一造价二审结果，督促 EPC 方完成剩余资料补

充提供。完成标段三观光路站造价二审，完成争议项目谈判

工作。请综合大管家、客货中心配合、监理单位复核、造价

单位终审，完成深康村、香蜜公园、水质厂站、观光路站结

算审核。按照计划安排，6 月底将全面完成各标段的结算工

作。

6.夯实管理基础，抓好团队建设工作

尽快落实公司专业人才招聘工作，确保公司业务顺利开

展。大胆创新内部薪酬制度，制定与市场化企业相适应的薪

酬分配体系，做到“讲实效、重激励”，提升全体员工的市

场化管理意识以及团队士气。

7.落实党史学习，持续加强党组建设

根据集团党委部署和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抓紧落实党支部的申请设立和支委推荐选举工

作，在意识上和行动上都与党中央及上级党委保持高度一

致，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五、重要事项

（一）公司章程、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章程没有进行修订，注册资本没有变动。

（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2020 年 8 月，经巴士集团第四届董事会第 85 次会议审

议同意吴刚担任深圳巴士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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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经巴士集团第四届董事会第 89 次临时会

议审议同意赖定启担任深圳巴士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三）企业合并、分立、解散或申请破产等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无合并、分立、解散或申请破产等事项。

（四）企业重大投资行为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投资行为。

（五）企业重大融资行为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融资行为。

（六）企业发生重大损失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出现重大损失。

六、公司治理

公司建立了董事会，自 2020 年 7月 16 日起实体化运作，

设置建设开发部、市场投资部、综合部 3 个职能部门，部门

各司其职，共同完成公司的工作目标。

七、内部控制

建章立制是公司运作保驾护航的基石，在集团总体制度

建设的框架下，公司初步拟定深巴新能源的安全管理、财务

管理、运营管理、人事管理、综合事务管理等方面共 10 项

基本管理制度。

八、社会责任

新能源公司秉承巴士集团转型改革的使命，着眼粤港澳

大湾区，紧紧抓住“新基建”以及深圳“双区驱动”，盘活

深圳巴士集团的充电服务的优势资源，发挥充电建设运营经

验优势，搭建集团新能源充电桩资源统一投资、开发及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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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打造优质的深巴充电建设运营品牌。

（一）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有充电场站 16

座，其中 13 个充电站投入运营，3 个充电站在建。运营充电

桩 991 个，充电端 1355 个。

（二）2020 年公司充电站整体利用率为 15.44%。按区

域划分，南山片区充电站利用率为 17.07%，福田片区充电站

利用率为 16.10%，其他片区充电桩利用率为 11.75%。

（三）公司未发生有责治安、消防刑事、员工罢工、食

物中毒等影响稳定的事件。

九、财务报告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深圳分所注册会计师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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