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发改函〔2022〕76 号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
深圳市 2019 年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施建设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各充电设施企业：

为加快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确保充电设施建设财

政补贴政策效果和资金安全，根据《深圳市 2016 年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深财科〔2016〕187 号）、

《深圳市 2017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深

财规〔2017〕10 号）、《深圳市 2018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财政支持政策》（深财规〔2019〕1 号）和《深圳市 2019-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实施细则》（深发改规

〔2020〕1 号）和《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深发改规〔2019〕2 号）等有关要求，拟开展我市

2019 年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申报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助对象条件

（一）对充电设施要求



2

1.按照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社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管

理办法要求，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应在各区发展改革部门办理

深圳市社会投资项目备案或核准。

2.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

改革委第 44 号令）要求，应当进行节能审查的充电设施项

目，需取得市（区）节能审查部门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3.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应当符合《电动汽车充电

站设计规范》（GB50966-2014）、《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

工程技术标准》（GB/T51313-2018）、《电动汽车充换电设

施工程施工和竣工验收规范》（NB/T33004-2013）等国家、

行业标准规范和广东省、深圳市关于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理

有关规定。

4.根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等规划要求，新

建建筑配套建设的充电设施不给予建设补贴。

（二）对企业的要求

1.充电设施建设补贴原则上由单一企业申请，且企业注

册地在深圳市。

2.建设企业（以充电设施产权归属为准，下同）在深圳

市累计建设的充电设施总功率达到 8000kW 方可申请补贴。

同一建设企业首次申领补贴后新增建设总功率达到 3000kW

的，可再次申请。

3.建设企业应当建立（或委托建立）企业充电设施安全

监控平台，并接入深圳市统一充电设施安全监管平台，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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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实时上传相关信息。

4.建设企业近三年内在“深圳信用网”未被列入国家推

送地方联合惩戒黑名单、未被深圳市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未被市有关部门列入违法失信名单。建设企业委托其他

企业运营的，其委托运营的企业须同时符合上述要求。

二、补贴标准

根据充电设施设备类型、装机功率和客户受电竣工验收

时间，建设补贴标准为：

（一）2013-2015 年度充电设施建设补贴标准

按照集中式充电设备（站、桩、装置）投资的 30%给予

财政补贴。

（二）2016 年度充电设施建设补贴标准

按照充电设施（站、桩、装置）装机功率，直流充电设

备补贴标准为 300 元/千瓦，交流充电设备补贴标准为 150

元/千瓦（注：专属充电站为在集中场地内，建设总功率不

低于 400kW）。

（三）2017 年充电设施建设补贴标准

按照充电设施（站、桩、装置）装机功率，对直流充电

设备给予 600 元/千瓦补贴；交流充电设备给予 300 元/千瓦

补贴。

（四）2018 年充电设施建设补贴标准

按照充电设施（站、桩、装置）装机功率，对直流充电

设备给予 600 元/千瓦补贴；交流充电设备（40kW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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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 300 元/千瓦补贴，交流充电设备（40kW 以下）给予 200

元/千瓦补贴。

（五）2019-2020 年充电设施建设补贴标准

按照充电设施装机功率，对直流充电设备给予400元/kW

建设补贴；对 40kW 及以上交流充电设备给予 200 元/kW 建设

补贴，40kW 以下交流充电设备给予 100 元/kW 建设补贴。

三、申报要求

（一）申请充电设施建设补贴的企业，按照《深圳市 2019

年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补贴申报指南》（见

附件 1）要求，向其注册地所在区（新区）发展改革（发展

财政）部门提交申请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光盘各一份）。

对于 2016 年及以前年度建设的充电设施，此次未申报或申

报不符合相关要求未通过审核的，以后年度不再受理其补贴

申报。

（二）各区（新区）发展改革（发展财政）部门对企业

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经现场核实后，将符合要求的材料联合

区财政局上报至市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各区（新区）

初审材料上报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31 日。

（三）市发展改革委对各区（新区）上报的初审资料进

行审核，并根据需要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充电设施进行现场核

实。对核查发现未按要求接入市级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

监控平台、充电场站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等情形的，将按有关

规定采取暂停或取消充电设施建设补贴资格等限制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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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附件：深圳市 2019 年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建设补贴申报指南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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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圳市 2019 年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施建设补贴申报指南

一、申报材料

（一）补贴资金申请报告正文

包括申报单位基本情况、充电设施安全生产情况、企业

安全监控平台建设情况、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建设项目

投资审计情况、建设标准符合性检测情况、建设工程计量检

定情况、消防、防雷、节能审查等情况。

（二）资金申请报告附件

1.申报企业营业执照（由充电设施运营企业提出申请

的，提交委托运营证明材料）；

2.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接入证明；

3.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补贴申报表；

4.申报充电站（桩）社会投资项目备案或核准材料；

5.申报充电站（桩）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6.申报充电站（桩）建设项目投资审计报告；

7.由经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的本

市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充电设施建设标准符合性检测报

告；

8.符合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充电设施《检定证书》；

9.申报充电站（桩）客户受电工程竣工检验意见书（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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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局非直接供电方的，提供直接供电方出具的启用验收表等

证明材料）；

10.申报充电站（桩）消防手续办理证明文件（免于办

理消防审批的，提供消防审批免于办理说明）；

11.具备深圳市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的机构出具的当

批次充电站（桩）《防雷装置定期检测报告》；

12.充电站（桩）年综合能源消耗量1000吨标准煤以上

或年电力消耗量500万千瓦时以上的，需提供市（区）节能

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书（免于办理节能审查的，提

供节能审查免于办理说明）；

13.申请补贴信息真实性承诺书。

二、申报时间和咨询电话

（一）申报时间

各区（新区）上报初审材料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31

日。

（二）咨询电话

市发展改革委：0755-88128247；0755-88121178。

福田区发展改革局：0755-83667430

罗湖区发展改革局：0755-25666257

盐田区发展改革局：0755-25229228

南山区发展改革局：0755-26979315

宝安区发展改革局：0755-29998111

龙岗区发展改革局：0755-28799566

龙华区发展改革局：0755-2333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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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山区发展改革局：0755-28318937

光明区发展改革局：0755-23198819

大鹏新区发展财政局：0755-28333879

附件：关于xx公司xx年度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补

贴资金申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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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公司文件

关于 xx 公司 xx 年度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施建设补贴资金申请报告

XX 区（新区）发展改革（发展财政）部门：

根据深圳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规定和

申报要求，我司向贵单位申报深圳市 xx 年度-xx 年度新能源

汽车充电设施（以下简称充电设施）建设补贴，本批次为我

司第 xx 次申请充电设施建设补贴，本批次申报充电设施总

功率 xxkW，申请补贴资金 xx 万元。现就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申报单位（及委托的运营单位）

近三年内在“深圳信用网”信用查询情况；

二、充电设施安全生产情况，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建设情

况以及充电设施接入市级新能源汽车充电安全监控平台情

况（详见附件 2）；

三、企业充电设施建设补贴申报情况，充电站名称、充

电桩类型数量、建设功率、投资额、补贴金额等（详见附件

3）；

四、本批次申报建设补贴的充电站（桩）社会投资项目

备案或核准、竣工验收、投资审计、标准符合性检测、计量

检定、客户受电工程竣工检验、消防、防雷、节能审查等符

合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理规定和补贴政策要求（详见附件 4



10

至附件 12）；

五、我司对本次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

责（附件 13）。

专此报告。

附件：1.申报企业营业执照（由充电设施运营企业提出

申请的，提交委托运营证明材料）

2.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接入证明

3.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补贴申报表

4.申报充电站（桩）社会项目投资备案或核准

5.申报充电站（桩）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6.申报充电站（桩）建设项目投资审计报告

7.由经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

可的本市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充电设施建

设标准符合性检测报告

8.符合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充电设施《检定证

书》

9.申报充电站（桩）客户受电工程竣工检验意见

书

10.申报充电站（桩）消防手续办理证明文件

11.具备深圳市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的机构出

具的当批次充电站（桩）《防雷装置定期检

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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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充电站（桩）年综合能源消耗量1000吨标准

煤以上或年电力消耗量500万千瓦时以上的，

需提供市（区）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

查意见书

13.申请补贴信息真实性承诺书

XX（单位名称）

（盖章）

XXXX 年 X 月 X 日

（联系人：XX；手机：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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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补贴申报表

序

号

场站

名称

建成

投用

年度

深圳大

地坐标

2000

企业申报充电桩数量（个） 企业申报建设功率（kW）

场站申报

投资额

（万元）

申报补贴

金额

（万元）

备注

交流 直流 桩总数 交流功率 直流功率 总功率

1

2

3

合计

注：深圳大地坐标 2000 坐标，企业可自行填写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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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承诺书

XX 区（新区）发展改革（发展财政）部门：

我司于xx年xx月xx日向贵单位申报深圳市xx年度-xx

年度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以下简称充电设施）建设补贴，

申报充电设施总功率 xxkW，申请补贴资金 xx 万元。现就新

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补贴申报材料作如下郑重声明：

1.本批次申请建设补贴的充电站（桩）资料及信息真实

有效、合法合规；

2.本批次充电站（桩）为首次申请建设补贴，无重复申

报补贴情形；

3.本公司建成投入运营的充电设施已全部统一接入深

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并实时上传动态数

据；

4.本批次申请补贴项目的站桩不属于补贴政策规定的

“新建建筑按规划要求配建的充电桩”，符合《深圳市城市

规划标准与准则》(2014 版及 2015 年修改版)及有关规定；

5.本批次申请建设补贴的充电站（桩）近一年内未发生

重大安全事故；

6.本公司（及委托运营单位）诚信经营，近三年内在“深

圳信用网”未被列入国家推送地方黑名单、未被我市有关部

门列入违法失信名单或未被我市各级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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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司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

有虚假行为，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申明！

XXXX（单位名称）

（盖章）

XX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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