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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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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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0 元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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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产业项目投资（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从事广告业务；新能源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互联网数据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储能技术服务；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新能源汽

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

经营）；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汽车整

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池销售；充电

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电气设备修理；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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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zbus.com.cn/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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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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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企业组织架构

（四）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任期起始日期

王常青 董事长 男 2021 年 4 月

陈定中 董事 男 2019 年 4 月

吴刚 董事 男 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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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事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任期起始日期

龙少华 监事 男 2022 年 2 月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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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699,209.61 5,220,507.08
应收账款 5,499,415.99 3,970,231.72
其他应收款 216,761,862.68 35,935,388.86
存货 1,776,000.00 --
其他流动资产 24,348,999.98 16,353,194.64

流动资产合计 257,085,488.26 61,479,322.3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5,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1,254,574.22 --
固定资产 297,857,652.60 273,010,775.67
在建工程 14,458,319.04 38,067,655.68
使用权资产 1,799,705.51 --
无形资产 2,895,712.58 4,663,243.89
其他非流动资产 4,907,608.45 --

非流动资产合计 343,173,572.40 330,741,675.24

资产总计 600,259,060.66 392,220,997.54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73,470,167.29 130,430,326.44
预收账款 73,470,167.29 130,430,326.44
合同负债 1,040,406.89 --
应付职工薪酬 1,984,087.52 22,898.78
应交税费 46,670.61 11,429.19
其他应付款 32,971,747.56 189,171,786.1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781,932.36 7,145,200.00

流动负债合计 115,295,012.23 327,995,576.45

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19,524,800.00 21,483,8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63,643.56 --

非流动负债合计 21,088,443.56 21,483,800.00

负债合计 136,383,455.79 349,479,37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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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500,000,000.00 60,000,000.00
其他综合收益 4,690,930.66 --
盈余公积 16,598.14 16,598.14
未分配利润/（亏损） (40,831,923.93) (17,274,977.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463,875,604.87 42,741,621.0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00,259,060.66 392,220,997.54

（二）利润表
2021年 2020年

营业收入 67,222,758.82 27,862,479.27
减：营业成本 90,807,992.25 53,114,586.97

税金及附加 13,576.00 --
管理费用 4,924,309.18 647,050.11

财务费用 268,373.69 116,582.67
其中：利息费用 131,109.63 --

利息收入 22,737.21 10,624.26
加：其他收益 5,234,543.56 7,097,000.00

营业利润/（亏损） (23,556,948.74) (18,918,740.48)
加：营业外收入 1.86 --
减：营业外支出 -- 50.00

利润/（亏损）总额 (23,556,946.88) (18,918,790.48)
减：所得税费用 -- --

净利润/（亏损） (23,556,946.88) (18,918,790.48)
其中：持续经营净利润/（亏损） (23,556,946.88) (18,918,790.48)

其他综合收益 3,043,567.50 --

综合收益/（亏损）总额 (20,513,379.38) (18,918,790.48)

四、董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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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新能

源公司面对复杂多变的充电市场变化，积极应变、主动出击，

通过开展平台互联互通、保底经营合作、自主营销活动等多

方面措施，有效遏制了充电量下滑的趋势，年度营业收入、

净利润均超额实现，顺利完成了集团下达的经营任务。

（一）年度主要工作回顾

1.多措并举挖掘利润增涨点，实现三量同步增长

在市场竞争环境极度恶劣的情况下，新能源公司积极寻

找充电运营市场资源重组机遇，公司借助集团品牌优势，与

第三方充电平台签订充电引流保底协议，将深圳蓝全部 13

个充电站实现了引流合作，通过以保底附加条件与第三方运

营平台深度捆绑，充分保障我司充电收入，提升充电桩利用

率。同时积极组织开展自主营销活动、建立客户微信群、试

行物流车开放充电服务，进一步拓宽创收渠道。

2.开展公交聚合平台建设，打造公司核心竞争力

组织开展充电桩聚合平台需求调研工作，收集平台使用

需求，完成奥特迅、万充、三分公司、四分公司和五分公司

需求调研并输出调研报告。四季度完成聚合平台 V1.0 版本

的发布并上线，以及奥特迅 6 个充电站充电桩的数据接入，

完成新能源公司、运营商和大巴士分公司的三方协议与结算

协议签订。

3.积极推进充电资源整合，持续扩大公司规模

一是完成华港新村充电站收购，于 9 月完成现场固定资

产、竣工验收资料的移交，与公汽公司签订充电服务协议后

于 11 月份正式完成接收；二是推进普天充电桩更新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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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普天四个站 17 个充电桩合作共建项目的更换；三是充

分利用盐田外国语充电站配电剩余容量加建充电桩。

4.依法依规推进项目结算，取得决定性进展

2021 年完成深圳蓝”标段一、标段二、标段四已竣工项

目全部结算审核及“深圳蓝”在建项目预算审核工作。沙头

站、湖滨花木园站的结算谈判并达成结算共识。根据结算专

题会议精神调整结算思路，采取“依法依规、有理有据、诉

讼兜底”的原则有序推进结算工作及竣工资料复审工作。同

时妥善处理完毕信访维稳工作。

5.稳步推进充电站建设，积极协调临建审批工作

全力推进各个充电站建设工作，中山园站于 5 月底完成

施工并投入运营；赤湾站于 12 月底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河道公园站、机场南站于 12 月组织工程整体竣工验收工作，

场站正常运营；沙头站配套房主体工程已完成并投入使用；

湖滨花木园站第二期 8000KVA 外线工程按政府要求办理翠荫

路段占道施工；深康站 2 号配套用房完成主体工程。

6.制定内部充电站建设标准，促进管理提速增效

对公司充电站建设经验进行积累沉淀，针对不同规模的

充电场站建设标准进行细致探讨，对投资、规模、配套、实

施工等各方面综合考虑，制定符合公司发展要求的内部充电

站建设标准规范。年内陆续发布运营、建设、技术等一系列

制度，为公司规范管理、走向市场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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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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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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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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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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集团对新能源公司的定位及战略规划，2022 年是公

司“引战之年、整合之年、转型之年”，新能源公司将进一

步开拓思维、创新求变，以提升项目效益、业务价值最大化

为核心，深挖潜能、控制成本，围绕“充电站收购、引战融

资、强托底经营、聚合平台、光伏建设”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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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重点：

1.全力增创营收，落实聚合平台直连结算工作

根据聚合平台四个“统一”，即“统一平台，统一数据，

统一结算，统一口径”工作思路，正式启动聚合平台收费工

作，争创公司营收。同时积极推进第二阶段充电运营商充电

系统聚合平台上线工作，涉及普天公司等六家运营商。

2.扩大资产规模，推动充电站收购整合工作

公交充电业务是新能源公司未来实现自给自足内循环

的基本盘业务。今年积极推进与永联、奥特迅、普天进行回

购商洽，争取收购现有大巴充电桩，并形成规模优势，成为

深圳市规模最大的公交专业充电运营服务商。

3.梳理低效益充电站，降低整体经营亏损

充电市场全面进入平台引导营销阶段，小桔、恒大、快

电等业内平台巨头已占据市场大部分份额，我司充电在手平

台尚不具备与上述互联网企业正面对抗的实力。为确保充电

站的生存，应依托第三方平台开展营销活动，梳理旗下亏损

严重、地理位置偏僻的充电站，尝试以“强保底”模式委托

第三方合作运营商运营管理。

4.树立场站标杆，开展分布式光伏示范项目建设

结合光伏行业发展现状和我司各充电站的实际情况，利

用雨棚和建筑屋顶作为光伏发电工程的建设场所，积极推动

首批 4 个充电站的建设工作。未来可利用公交场站资源进行

推广，发展为公司中长期利润增涨点。

5.推动引战融资，全力配合做好企业尽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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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能源公司打造全国首个公交行业内“重资产+互

联网”模式下充电运营服务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定位，以

及三年内实现至少一轮资本市场融资并启动上市的发展目

标，积极开展融资筹备工作，配合集团市场管理部做好融资

推进，进一步完善融资计划书，与潜在投资机构持续进行沟

通，争取实现公司的转型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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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141次会议通过以债转股增加注册资

本金和现金新增注册资本金方式增加新能源公司注册资本

金 4.4 亿元。

（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无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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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建设开发部、市场投资部、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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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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定发布《深圳巴士新能源新能源充电

桩技术标准》、《充电站运营管理标准》、《巴士新能源公

司基建工程项目管理规定》、《公交充电站建设运营项目业

务指引》等系列充电专业管理制度，满足公司专业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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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体，打造优质的深巴充电建设运营品牌。

（一）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有充电场站 16

座，运营充电桩 1047 个。年度共完成充电量 8561 万度，较

上年度增长 36%。

（二）2021 年公司充电站整体利用率达到 18.54%，较

上年度增长 20.07%，处于行业较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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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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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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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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