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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重要提示

一、本公司执行董事、监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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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支委成员出席党支部委员会议，全体班子

成员出席领导班子会议，无成员对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表示异议。

三、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公司负责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苏诚、财务负责人江

冠兴声明：保证本年度报告中财务指标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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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释义

一、数据口径说明

数据 来源

各类经济指标 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

安全、服务指标 公司台账及公布数据

营收、里程、客运量、车辆、线路数

及员工数等各项数据统计
公司台账

二、简缩词

简缩词 含义

股东

巴士集团

集团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汕投控 广东深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巴士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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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司简介

一、公司基本内容

（一）公司基本情况表

企业法定名称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巴士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 80,000,000 元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物联

网应用服务；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

刊出版单位）；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业务培训（不

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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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经营项目：城市公共交通；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校车运营服务；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小微型客

车租赁经营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房地产开发

经营；物业管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新园路深汕巴士综合

交通枢纽综合楼二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新园路深汕巴士综合

交通枢纽综合楼二楼

企业法定代表人 苏诚

邮政编码 518260

电子信箱 ssbsxinf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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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师事务所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01 号华润大厦 103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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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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电子邮箱

周文君

综合

办公室

经理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

作区鹅埠镇新园路

深汕巴士综合交通

枢纽综合楼二楼

22106566 无 476769303@qq.com

（三）企业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8000

（四）企业简要发展史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巴士有限公司是深圳巴士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是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

区内唯一公交特许经营企业。

公司创建于 2016 年 9 月，初期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 90％）和广东深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 10％）。2020 年 7 月，巴士集团回购深汕投控持有的公

司 10%股权，标志着公司正式成为集团全资子公司，企业类

型随之转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2020 年 12 月，公

司注册资本金增至 8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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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组织架构

（六）企业主要文化特征

公司形成了以巴士集团“服务为根、效益为本、持续创

新、追求卓越”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的企业文化体系，

以“客户满意、员工满意、政府满意、股东满意”为工作目

标,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的正确

领导下，在巴士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公司全体员工秉承十六

字企业核心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让城市出行更美好为发

展理念，加强内部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助力深汕合作区乡

村振兴。近年来，公司获得“2020 年度广东省交通安全文明

示范单位”“万企帮万村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在企业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精神文明建设上均取得一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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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任期

起始日期
职务

任期

起始日期
职务

任期

起始日期

苏诚 男
党支部

书记

2019 年 1

月至今

执行董

事

2022年1月

至今
总经理

2019 年 1

月至今

李林 男 监事
2021 年 12

月至今
—— —— —— ——

宋友福 男

副总经

理安全

总监

2020 年 10

月至今

工会主

席

2019 年 12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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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城市公共交通；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2021 年，新冠疫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持续造成影响。面

对艰难的经营环境，公司积极应对，砥砺前行，疫情防控与

经营发展并举，合理管控成本支出，全面完成年度目标，实

现经营保持盈利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8.58 万元，其中，公

交业务收入为 104.93 万元，城际客运业务收入为 111.30 万

元，广告业务收入为 55.92 万元，其他业务收入为 6.42 万

元，分别占总收入的 37.67%、39.95%、20.07%和 2.30%。

二、主要财务数据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增减比率

资产总额 143,484,659.77 113,117,197.82 26.85%

负债总额 73,494,874.56 95,141,199.62 -22.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9,989,785.21 17,975,998.20 2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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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年度重要事项

一、公司章程、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章程无修订内容。

（二）报告期内，公司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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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变动情况如下：

2021 年 12 月，根据《关于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

巴士有限公司监事职务任免的通知》（深巴〔2021〕391 号）

文件，聘任李林为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巴士有限公司

专职监事；免去陈天顺、于美林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

巴士有限公司监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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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年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投资 1880.67 万元。其中：智能化

及办公电子设备投资 55.14 万元，维修设备投资 25.64 万元，

基建工程投资 1799.89 万元。

（二）重大项目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项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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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重大融资行为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短期借款 6000 万元，偿还 2020 年

短期借款 3000 万元。

六、企业发生重大损失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出现重大损失。

七、企业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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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司治理

公司严格按照章程规定，由股东委派执行董事、监事。

股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公司股东依据相关规定认真行使

法定职权。公司执行董事、监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确保公

司的高效运作和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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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内部控制管理情况

一、生产经营主要环节的制度建设情况和年度执行评价

公司管理制度体系持续完善，以制度与时俱进、精简适

用为原则，全面开展制度修订工作，提升制度体系适用性，

2021 年共更新制度 26 项，其中新增 11 项、修订 11 项、废

止 3 项。截至 2021 年底，公司制度总数 157 项，含营运与

服务管理、安全管理、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

行政管理、综合体系管理、工会管理八大板块，为公司经营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企业管理层对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评价结论

2021 年，公司在集团的带领下，在公司党支部、执行董

事、经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以合法性、全面性、

重要性、制衡性、适应性为原则，持续健全内部控制体系，

依据内部监督机制、风险防范机制、合规管理机制开展内控、

风控、合规、监督工作，形成相互融通、相互制约、相互监

督的内控管理体系，体系运行情况良好。

三、企业风险管理情况

（一）按期编制全面风险管理报告。回顾上年风险管控

情况，评估本年重大风险事项，提前制定风险应对措施，切

实保障公司运行健康、可控。

（二）推进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持续打造运行有效的内

部控制体系，从公司治理层面到各业务流程层面不断完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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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控制制度和必要的内部监督机制。目前，内部控制评价的

范围涵盖了公司各项业务和事项，重点关注高风险领域，不

存在重大遗漏，公司总体内部控制情况良好。

（三）推进企业规章制度建设。坚持举一反三，以制度

固化的方式封堵同类风险发生的漏洞，全面实施规章制度标

准化管理。



第 13 页 共 13 页

第八章 社会责任

公司践行深圳巴士集团“以人民为中心，让城市出行更

美好”的企业使命，积极助力深汕合作区乡村振兴，推动社

会责任理念融入企业经营和日常管理，彰显国企担当。

公司 2021 年社会和环保责任摘要：

一、运营纯电动公交 30 台、城际客运大巴 4 台。

二、期末公交营运线路 15 条、城际客运线路 2 条。

三、公交营运里程 194 万公里，载客 60 万人次。

四、服务品质受到乘客广泛认可。

五、乘客投诉处理率 100%，乘客投诉处理及时率 100%。

六、车辆整洁合格率为 100%，车厢服务合格率为 100%。

七、公司实现全面电动化后，对比传统柴油公交车，每

年减少 1580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八、2021 年完成 7 个节日的公交保障服务及 2 次台风暴

雨应急疏散，保障深汕合作区居民公共交通出行服务。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巴士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3 日


	第一章 重要提示
	第二章 释义
	一、数据口径说明
	二、简缩词

	第三章 公司简介
	一、公司基本内容
	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情况

	第四章 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二、主要财务数据摘要

	第五章 年度重要事项
	一、公司章程、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三、企业合并、分立、解散或申请破产等事项
	四、企业重大投资行为
	五、企业重大融资行为
	六、企业发生重大损失情况
	七、企业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第六章 公司治理
	第七章 内部控制管理情况
	一、生产经营主要环节的制度建设情况和年度执行评价
	二、企业管理层对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评价结论
	三、企业风险管理情况

	第八章 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