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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候

亲爱的读者朋友：

您好！感谢您对深铁集团的关注和支持。2021 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两个一百年历史
交汇的关键节点，也是深铁集团“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和改革重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破局之年。
面对新时代，我们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和市国资
委的坚强领导下，秉承“厚德载运，深铁为民”
的企业精神，积极唱响新时代奋斗之歌，以庆祝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和党史学习教育为强大政治
动力，展现轨道交通事业新征程上的新担当、新
作为、新气象，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书写出更加
精彩的轨道交通事业新华章，为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高速推进轨道建设，高质提升运营水平

我们全力投入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市圈建设，推进“三

铁”发展齐头并进，5 条高铁和城际铁路全面开工，17

条地铁线路、5 个综合交通枢纽（车公庙、前海、岗厦北、

黄木岗、大运）、84 公里综合管廊及市政工程稳步建设，

“三铁”在建里程超 567 公里，深圳首条全自动运行地

铁 20 号线一期、赣深高铁实现开通运营。我们坚持以乘

客为中心，全面兑现八项服务承诺，全线网提升运能 19

次，“深圳地铁提升运能服务项目”获评深圳市公共交

通行业“十大为民实事”奖，所辖地铁线路全年实现安

全运营 3.96 亿车公里，安全运送乘客 19.90 亿人次，日

均客运量 545.25 万人次，安全畅通乘客出行每一程。

全力融合数字科技，全效赋能多维发展

我们坚持科技引领，全面推广数字化应用。全自动运行

工程试验中心建成启用，工程数字化管理中心获评“深

圳质量标杆”，《深圳市轨道交通工程全生命周期 BIM 

技术应用综合平台》《基于数字挖掘的城市公交专用道

路资源动态配置方法研究》分别荣获亚太经合组织公共

交通科技创新竞赛一等奖、二等奖。深圳市首栋创投专

业楼宇“国际风投创投中心”落户深铁大厦，全年新增

6 个站城开发项目，2 家深铁酒店开业，新增项目、新开

工面积和销售额均创历史新高，“轨道 +TOD 综合开发”

模式全面进阶赋能城市多维发展，有效平衡了城轨交通

的公益属性和城轨企业的经营属性。

深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共建绿色生态环境，共献低碳减排力量

我们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多管齐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

装配式建筑，投入专项资金约 3.91 亿元，实现碳减排、

能源减耗、渣土减量、占地缩减、林木保护、水源保护

和抑尘降噪，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注入深铁能量。

7 座装配式车站全面进入施工阶段，12、13、14、16 号

线全面采用智能环控系统，一二期照明节能改造、电力

市场交易、地铁 6 号线高架站光伏发电系统等项目稳步

推进，全年减少碳排放 4.1 万吨；全面推行渣土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超大规模盾构隧道渣土低碳资

源化应用”项目获得国际隧道协会年度“超越工程奖”，

是深铁集团首次获得该国际奖项最高奖。

用心改善出行体验，用情构建员工家园

我们坚守“从心出发，为爱到达”的服务理念，实现车

站站厅层和站台层 AED 急救设备全覆盖；不断改善出行

体验，开展智慧环保公厕、移动母婴室和音乐广播试点，

10 个站点启用“航空 + 地铁”行李联运，深圳与广州的

地铁乘车码实现互联互通，提升民生幸福指数。我们坚

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和保护员工各项合法权益，

深铁云学院正式上线运行，为全体员工提供方式灵活、

内容多样的线上学习，全年为员工提供培训总时数达

40.03 万小时，帮助员工成长；关心关爱员工，全年发放

员工关爱金 341 万元，努力让员工融入深铁幸福家园。

同造城市文明氛围，同享公益行动温暖

我们积极开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工作，组建驻汕头西胪镇帮扶工作队，协同开创乡村振

兴之路；积极助力农产品出山入市，累计投入资金 914

万元采购消费帮扶产品。我们不断创新地铁公共文化表

达形式，发起围绕深圳地铁“阳光 +”理念的文化艺术

创作征集活动，举办“你笑起来‘圳’好看地铁公益主

题展”“童心向党——2021 走进地铁深港澳儿童画展”

等主题活动，连续开展“幸福的红雨伞”、地铁阅读季

等系列活动。创新探索“深铁义工 + 社区义工”的融合

新模式，全年地铁义工志愿服务时间 82.17 万小时，深

铁义工联获得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组织等荣誉称号，践行城市

文明倡导者和建设者的责任担当。

这一年，感恩于每一位深铁员工、每一位合作伙伴的

付出，我们彼此携手，披荆斩棘，共同成长，为建设

交通强国城市范例奉献了全部力量，我们过得很充实、

走得很坚定。新的一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紧握时代的接力棒，

把握“双区”所向，对接城市所需，竭尽深铁所能，

以先行示范的使命担当，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全力提

高轨道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运行质量和运营效

率，以优异答卷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责任专题关于我们我们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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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深铁集团”“集团”）成立于 1998 年 7 月 31 日，是深圳市国资委直管的国有独资

大型企业，确立了国家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三铁合一”的产业布局和轨道建设、轨道运营、站城开发、资

源经营“四位一体”的核心价值链，着力构建开放、创新、共融的“轨道 +”生态圈。集团全面践行“先行示范”理念，

以建设世界一流的现代轨道交通体系为目标，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加快构建更加紧密完善的轨道交通网

络，全力推进平安深铁、法治深铁、科技深铁、美丽深铁建设，致力于打造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

一流效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交通企业。

公司简介

组织架构

安全管理委员会采购委员会 技术委员会经营班子会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董事会 监事会党委会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预算管理委员会 审计与风险委员会 合规管理委员会

经营班子

全资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 政策研究室

党群办公室

纪检监察室 / 监事会办公室

办公室

人力资源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审计法律中心

投资管理中心

成本合约中心

工程技术中心

安全指挥中心

信息管理中心

规划设计中心

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材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地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教育培训中心

深圳地铁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前海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埃塞俄比亚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深莞惠城际铁路运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深圳平南铁路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铁轨道交通创新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地铁三号线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十二号线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诺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万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时刻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政府特设机构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万科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朗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现代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深圳报业地铁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圳通有限公司

中铁检验认证（深圳）有限公司
......

......

深
圳
市
地
铁
运
营
管
理
办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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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5935.07 亿元

净资产

3051.63 亿元

营业收入

163.97亿元

资产负债率

48.58 %

所辖地铁线路
日均客运量

深圳地铁客运量占公
共交通客运总量比例

（深铁 11 条线）
545.25 55.17万人次 %

所辖地铁线路
年度总客运量

19.90 亿人次

列车车公里综合能耗

4.03千瓦时/车公里

提供志愿服务时间超

82.17 万小时

员工总数约 员工培训总时数 消费帮扶产品采购投入

2.5 40.03 914万人 万小时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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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理念

深铁文化

以乘客为中心
以价值为导向
以法制为圭臬
以奋进者为本

责任荣誉

厚德载运
深铁为民

经营地铁
服务城市

造就高素质员工队伍，
成为全球城市轨道交通

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 企业使命 企业愿景

深铁集团荣获
2020 年度深圳市总部企业贡献奖

深铁集团“工程数字化管理中心”成为全国轨道
交通建设首创线网级工程数字化管理中心，荣获
“2021年深圳质量标杆”奖项

深铁集团荣获
“学习强国”深圳学习平台“先进单位”称号 深铁集团党委荣获

深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深铁运营荣获
广东省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总决赛二等奖 深铁置业荣获

“深圳市房地产开发行业综合实力十强”第二名
深圳市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优质）企业称号

深铁义工联荣获
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组织
“金钥匙——面向 SDG 的中国行动”金钥匙 • 优胜奖
第七届广东省志愿服务金奖（集体）

“前海转向架喷漆库改造关键技术”荣获
中华环保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深圳市轨道交通工程全生命周期 BIM 技术应用综合
平台》《基于数字挖掘的城市公交专用道路资源动态
配置方法研究》分别荣获
亚太经合组织公共交通科技创新竞赛一等奖、二等奖

“深铁集团超大规模盾构隧道渣土低碳资源化应
用”项目荣获
国际隧道协会“超越工程奖”，是集团首次获得该
国际奖项最高奖

《跨地铁运营隧道地下空间利用成套技术研究与实
践》项目荣获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深惠城际铁路（前保至坪地）设计阶段BIM设计与应
用》荣获 
第十届“龙图杯”全国BIM大赛设计组一等奖

“基于5G地铁施工主动安全智慧管控”项目荣获
 第四届“绽放杯”5G应用安全专题赛全国二等奖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9 号线工程荣获
2020-2021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深圳地铁“生物识别 + 信用支付”售检票系统应
用项目》荣获
2020 年度中国智慧轨道交通优秀应用案例奖

深圳地铁数字地铁项目荣获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 2020-2021 年信息化最佳实
践优秀案例

坚 持“ 两 个 一
以 贯 之 ”， 践
行 中 国 特 色 现
代企业制度 坚持创新驱动，构筑

开放、活力、共融的
“轨道 +”生态系统

赛马中相马
实效论英雄

廉贪一念间
荣辱两世界

志同道合
相辅相成

从心出发
为爱到达

百年品质
至臻至美

生命至上
责任至重

管理理念

经营理念

人才理念

廉洁理念

团队理念

服务理念
质量理念

安全理念 基本理念

责任专题关于我们我们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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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基层党建工作质量，更好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的深度融合，助推集团高质量发展。

坚持把为群众办实事贯穿于党史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开展“行走地铁”活动，在党史学习中“问需于民·领办实事”，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难题，形成“民生微实事”清单 200 余项和“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民生项目清单 7 项，稳步推
进民生项目 100% 落实落地。

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之重温入党誓词

加强基本制度建设，推进党委参与重大事项决策的民主
化、科学化、制度化；加强基本组织建设，指导 10 家直
管单位完成“两委”换届、委员增补工作；加强基本队
伍建设，打造专兼职党务工作者队伍，与坪山区龙田街
道“一对一”挂点联系服务群众。

加强党建“三建”建设

召开集团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通过支部党课、专题
学习会等多种形式开展“四史”学习教育，召开专题民
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组织领导干部共 122 人开展党
性教育专题培训，组织党员开展党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200 余次，全面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度和广度。

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为企业发展添动力。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我们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全党全员全民学党史、强信念，
悟思想、办实事，以党史之光照亮奋进之路，用如磐初心凝聚奋斗伟力。

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打造 5 列“百年伟业”主题列车和主题车站，
创作《党旗飘在心》MV 和红色话剧《船·歌·声》，举办“红
心向党”线上音乐会，献礼建党 100 周年；为党员过“政
治生日”，赠予全体党员建党 100 周年纪念卡，激发党
员的爱党爱国情怀。

组织建党百年主题活动

责任专题关于我们我们的问候深铁集团 2021 年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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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百年芳华，风采依旧。我们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接续传承党
的红色基因，在全体员工中凝聚起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的强劲力量。

赓续
新征程

 红色血脉
迈向高质量发展

责任
专题

强基铸魂

献礼百年

提升党建质量

汲取奋进力量

组织“第一议题”
学习

51 次

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会

15次

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学习制度，抓好各级党组织政治理论学习，充分运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夯实理论武装；
认真落实“两个维护”十项机制专项巡察和意识形态专项督查，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召开党委会议

51次

审议议题

567项 项

督办事项

560

集团党委被评为

2021年深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新发展党员

140 名

申报政工师

14 名

《创新“党建 +”模式，激发国企引擎》获评

广东省委组织部“百部精品微党课”

评选表彰优秀
共产党员

100 名

优秀党务
工作者

20 20名 个

先进基层
党组织

深铁集团 2021 年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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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地建地铁，建智慧的地铁。我们积极推进与新兴技术深度融合，全
面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以智慧引领轨道交通建设。2021 年，我
们迎来了科技创新蓬勃发展、硕果累累的一年：20 号线一期开通运营，
深圳地铁迈入全自动运行时代；智慧建设、智慧运维、智慧车站、智慧
安防等应用全面推广，为城市动脉注入智慧能量。

打造
新动能

 科技深铁
为城市动脉注入

责任
专题

智慧建设

09

数字地铁

10

推进规划、勘察、设计、施工、
运营的全生命周期 BIM 应用，
加强 BIM 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
合， 在 新 线 工 程 中， 采 取 正 向
设计及 BIM 出图。

四期调整工程的车站主体采用
装配技术，通过有条件的对站
台 板、 轨 顶 风 道、 楼 梯 进 行 构
件 的 标 准 化、 装 配 化， 提 高 施
工效率。

四期工程应用自动扶梯智能诊
断系统、站台门智能间隙探测
系统、超高扶梯定制护栏方案
及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提升
设备运维便利性。

深圳地铁数字地铁项目荣获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 2020-2021 年
信息化最佳实践优秀案例

一企一屏项目正式上线运行，实现了一屏总览
全局、企业间信息同步、流程集约化和数据自
动计算，助推国企数字化转型升级。

数字地铁正式上线，支撑一企一屏、态势呈现、
决策分析、应急指挥、CDMC、BIM、成本大数
据和纪检监察等业务系统的数据分析呈现。

应急一张网

基于数字化转型蓝图规划，建设应急指挥系统，打造“应
急一张网”，实现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全方位监测监控、
协同联动、高效处置，有效提升应对突发事件处置效率，
为集团未来大安防一张网奠定基础。

应急
一张网 融合

通信

应急
大屏

监测
预警

应急
值守

指挥
调度

移动
应急

综合
管理

20 号线一期工程会展南站首次
使用蒸发冷凝直膨空调系统，
为 冷 却 塔“ 选 址 难、 征 地 难、
布置难”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解
决途径。

引 入 应 用 三 维 GIS 引 擎 技 术，
采 用 云 计 算 技 术 实 现 3D 立 体
GIS 与虚拟现实的大数据融合，
在地铁站实现 3D 可视化立体场
景，全面提升新线系统装备科
技水平。

全国轨道交通建设首创线网级
工程数字化管理中心，开展劳
务人员两账制、现场视频监控
及 AI 分析、环境监测等方面的
智慧工地建设，荣获“2021 年
深圳质量标杆”。

深圳地铁智能运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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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智能票务系统、智慧客服系统和生物识别系统，
实现车站乘客服务的自助化、智能化、人性化，面
向乘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地铁资讯查询等全过程
精准咨询服务。

深圳地铁 App 借助云平台、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前沿技术，上线了区块链发票、车厢拥挤度
实时查看、到站提醒等多项技术创新成果应用，新
增 100 多项便民功能，并实现深广两地乘车码互联
互通，解决乘客出行痛点，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设备识别乘客语音并进行语义分析处理，将乘客的
购票需求呈现在屏幕上，整个过程乘客只需要通过
语音对话和购票付费，即能迅速完成购票步骤，提
升购票便捷度。

推出“扫码出行”“人脸识别”过闸进站和“车厢
拥挤度智能显示”乘车指引等智慧服务，用科技创
新为地铁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提升乘客出行效率和
舒适度。

智慧车站

智慧客服中心

深圳地铁 App

智能语音购票

智慧高效出行

深圳地铁 20 号线一期是深圳首条智能化无人驾驶地铁线路，列车最高运行速度可达 120 公里每小时。通过智
能服务和全新设计，20 号线一期成为深圳首条酷炫的“科技示范线”。

案例 深圳首条“全自动驾驶”线路

列车无需司机值守，可实现自动唤醒、自
动发车、精准停车，可如“医生”般进行
自动检测和排除故障，具备障碍物检测、
车辆辅助防撞、端墙防撞和脱轨检测等安
全保障功能。

扫一扫，观看
《二十有为》 

乘客进出站可使用刷脸无感乘车，所有车站配备 AI 虚拟智慧客服和新型 3D 深度视觉通行检测技术，提
升乘客出行便利性。车站配备智能疏散指示系统，在紧急情况下为乘客指引最佳逃生路线。AI 智能安防
可动态识别客流密度、乘客行为等，全面提升安检质量与效率。

作为全国首条落地部署车地 WiFi6
的线路，20 号线一期率先实现了
城轨全自动驾驶时代的全时、全量、
大带宽、低延时业务承载。20 号
线一期在全国范围内首创全新列控
系统——车车通信技术，可实现车
与车之间直接“对话”，让信息传
输更实时，有效缩短发车时间间距。

自动亦安全

“AI”显身手

分秒必争先

深圳地铁 20 号线一期线路列车

乘客使用自助服务功能处理票务事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地铁
乘车码日均进站量达

乘车码占总日均
客流的

214.84 万人次（不含 4 号线） 63.89 % 
（乘车码包括腾讯乘车码和深圳通二维码）

深圳地铁 App 累计注册用户
数量超

70万

责任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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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疫情输入风险加大，国内疫情
呈现多点发生、局部暴发的态势，这些都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更大挑战。
在这样的疫情背景下，我们驰而不息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以永远在路
上的坚韧和执着，采取坚决有力举措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到“零感染、
零疑似、零扩散”，保障市民乘客安全出行。

结合疫情形势变化，我们将疫情防控作为常态化重点工作落实，推进疫情防控工作管理标准化、常态化，全力筑牢疫
情防控防线和安全发展根基。

战“疫”
保驾护航

不松懈
为市民出行

责任
专题

13 14

强化管理
夯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

强化意识
落实疫情防控责任

建立常态化疫情防控与联络
上报机制，及时上报信息；
定期召开防疫工作专题会，
及时传达深圳市、集团疫情
防控工作精神，落实防疫具
体工作要求；对返深人员进
行全天候随时排查，对涉疫
人员严格落实居家隔离、核
酸检测与健康监控的规定。

信息共享
建立防疫工作指引

建立国内每日确诊病例和风
险地区动态提醒机制，发布
“地铁集团疫情防控简报”57
期，为疫情应急资源调配和
决策指挥提供有效信息基础；
组织疫情一线的防控单位编
制各场所疫情防控指引，形
成针对性强、操作性高的文
本制度，帮助下属单位高效
应对疫情。

周密部署
建立防疫防控保障

召开集团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等会议 11 次，办理深圳市
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涉疫
公 文 551 份， 向 深 圳 市 疫
情 防 控 指 挥 部 办 公 室 报 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三个
清单’工作进展情况”5 期，
对车站、工地等场所开展专
项 检 查 200 次， 逐 级 压 实
防疫管理。

保障乘客安全出行

加大科技防疫力度

筑牢员工免疫屏障

在疫情出现反复的危急时刻，切实落实乘客进站“3 个
100%”管理，所有场所、列车严格按交通运输部下发《客
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
执行防疫要求。

投入消杀无人机、智能超声波雾化消毒机、智能清洁机器
人等各类消杀设备 207 台，主动融入全市抗疫大局。在横
岗公寓、民乐公寓设置隔离用房 201 间，除供集团内使用
外，全力配合政府接纳有关社会隔离人员。

食堂 600 余名员工全面落实军事化管理措施，额外投入
747 万元为在岗 2000 余名站务司乘人员提供“点对点”
精准送餐保障服务。

坚持核酸检测“应检尽检”，全覆盖、滚动式落实重点
岗位员工核酸“七日一检”，累计完成多轮核酸检测逾
45 万人次；坚持疫苗接种“应接尽接”，主动联系区卫
健局送“苗”上门，除医学接种禁忌外，实现二针疫苗
接种率 100%，相关方人员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达 8.9
万人。

面对疫情防控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按照“外
防输入、内防感染”的防控原则，慎终如始坚持底线思维，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城市公
共交通顺畅运营，保障市民乘客和员工健康安全。

慎终如始
织密常态化疫情防控防线

车站消杀 支援社区抗疫

做好防疫物资储备

深云口罩厂投入生产设备 2 台，实现单日产量 8 万只， 
全年累计生产口罩 1500 余万只，确保防疫口罩物资储备。

各参建单位总计储备口罩 200 余万只，消毒液 3.85 万公
斤，储备量满足超过 30 天用量要求；通过增发节日津贴、
加强生活保障等措施鼓励参建人员留深过年，对留深人
员实行封闭式、网格化管理，实现“管控到位、措施到位、
物资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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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
服务城市新发展
我们秉承“经营地铁，服务城市”的企业使命，立足城
市轨道交通的基础性、公共性、服务性功能定位，不断
提升城市的承载功能和发展品质，为城市发展提速、为
市民幸福出行加速、为行业繁荣进步助力。 高标准推进“三铁”建设，稳步推进枢纽工程、综

合管廊和市政工程建设，畅通城市发展动脉。

加强安全标准化建设，持续提高安全风险预防和应
急处置能力，保障安全稳定运营。

持续优化地铁运力，提供多元化、人性化、智慧化
服务，提升乘客出行体验。

推进创新平台建设，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与行业共享共融发展。

责任行动

运营地铁线网长度

（深铁 11 条线）

深圳地铁客运量占公共
交通客运总量比例 

公里

%

388.8

55.17
研发费用 

万元9122

所辖地铁线路日均客运量

万人次545.25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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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铁”建设总里程超

公里，创历史新高567

“三铁”融合发展

织密城市交通路网

一条条城市新动脉见证了深圳格局的变化。我们全力推
动国家铁路、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三铁”融合发
展，稳步推进综合交通枢纽、综合管廊和市政工程建设，
便捷市民出行，助力深圳都市圈建设提速。

我们紧密结合交通强国建设目标，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国家铁路、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切实提升湾
区群众出行获得感，更好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一
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2021年12月28日，深圳首条全自动运行地铁20号线一期
开通。该线路是连接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和深圳机场的重要
轨道交通，全长约8.43公里，设5座地下车站，最高运行
时速可达120公里 。线路开通运营后，极大方便了空港新
城片区的交通出行，有效扩大会展经济辐射范围。

2021年12月10日，赣深高铁正式开通，线路全长436公
里，共设14个车站，设计时速350公里，可2小时直达赣
州，1小时直达河源，结束了赣南地区没有直达广东高速
铁路的历史。

2021 年 10 月 27 日，深圳深铁城际铁路运营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已更名为“广东深莞惠城际铁路运营有限公司”），
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 1 小时交通圈打下坚实基础。

全年新开通线路

公里8.43

城市轨道

国家铁路 城际铁路深莞惠城际铁路公司成立

已有国铁线路

（广深铁路、平南铁路、平盐铁路、 
   京广深港客运专线、厦深铁路）

公里211

深圳地铁 20 号线一期开通 赣深高铁如期开通运营

规划城际铁路

公里340.4
规划国铁线路

公里251.5

在建国家铁路

条 公里，全长1 129.38
（深汕高铁）

开通运营地铁线路

条11 公里388.8 个车站265

全年在建地铁线路

条17
规划地铁线路

公里1335

全年完成“三铁”建设投资

亿元560.6

已有城际铁路

公里16.6
（穗莞深城际）

在建城际铁路

条4 ，总计 公里203.04

，总计 公里235.24

（穗莞深城际机前段及前皇段、深大城际、 
   深惠城际、大鹏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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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市政设施

我们稳步推进 12、13、14、16 号线地铁的共建管廊工程和科苑大道地下空间开发等代建工程建设，促进城市扩容提质。
全年配合开展李朗路、深大城际、梅观高速改造等涉铁市政工程建设项目 7 项，综合管廊工程累计建成 16.76 公里。

加速枢纽建设

我们致力于建设国际一流水平的综合交通枢纽，高标准推进前海枢纽、西丽枢纽、机场东枢纽、光明城枢纽等站城一
体开发和岗厦北、黄木岗、大运等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助力深圳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夯实安全根基

提升安全韧性水平
我们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贯彻落实“落责任、夯基础、补短板、强应急”的安全工作方针，把安全发展贯穿地铁
建设运营各板块和全过程，着力打造“平安地铁”。

我们强化“生命至上、责任至重”理念，以安全生产管理标准化建设为主线，全方位夯实安全生产根基，确保安全生
产工作持续平稳、有序、可控。

西丽枢纽效果图

坪盐通道马峦山隧道盐田端洞口效果图

西丽综合交通枢纽位于南山区中北
部，规划定位为深圳国家铁路客运
“三主四辅”的主枢纽之一，未来
将引入 4 条高铁线路、2 条城际铁
路和 4 条城市轨道，进一步便捷市
民出行。该枢纽以“国际视野、以
人为本、站城一体、智慧生态”为
设计原则，将打造成高效便捷、站
城高度融合的枢纽示范工程。

2021 年 12 月，坪盐通道正式通车。从坪山出发，10 分钟可达盐田，20 分钟可达罗湖，30 分钟可达福田，形成
了服务深圳东部区域发展的一条快速通道，将有效推动坪山国家高新技术园区与“盐田 - 大鹏 - 深汕”东部向海
发展走廊便捷联通、融合发展，是落实“东进战略”的具体交通行动。

安全管理标准化示范班组交流分享

制定发布《2021 年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工
作要点》，明确各单位和各层级安全生产责
任，完善安全生产与绩效考核直接挂钩的考
核指标，逐级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开展“三防”、消防、危大工程等隐患排查
和风险管控，实行风险隐患管控“三个清单”
周报制度，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三年专项整治
行动和“四不两直”检查。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开 展 新 《 安 全 生 产 法 》 《 刑 法 修 正 案
（十一）》、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以及事故
警示教育、安全征文、安全知识竞赛、班
组安全文化建设交流等专题宣传活动。

培育员工安全意识

开展集团安全标准化建设，完善安全生产与
应急管理制度，从源头上优化各级安全管理
制度基础。

完善安全类管理制度

以安全管理内审为手段，开展法律法规合规
性审查。全面推行安全网格化管理，引入第
三方巡查单位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有效加强
安全工作督查落实情况。

创新安全监管模式

集团层面全年完成各
项安全类制度修订

个9
开展安全
培训

万人次72.25
各单位完成安全类
制度修订

个309
全年出动各层级
检查

万人次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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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安全运营 提升应急能力

我们始终将市民乘客和员工的健康安全放在首位，持续提高安全风险预防和应
急处置能力，充分利用科技手段筑牢安全屏障，保障城市出行“大动脉”运营
平稳。

我们持续优化应急管理，通过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提升安全风险监测预
警能力、应急指挥联动效率和减灾救灾能力。

结合各站客流特点制定客流组织方案，采取客流
控制及换乘客流“迂回绕行”、异站分流等控制
措施。多方联动运管办、驻站公安、安检公司、
保安公司等相关单位，共同做好重大节假日客运
安全保障工作。

做好两会、建党 100 周年和十九届六中全会等重
要时间节点的反恐防范，成立突击小分队每日开
展车站治安巡逻，常态化开展反恐演练，提高现
场反恐应急处置能力，全年开展反恐演练 1.2 万
余次。

构建车站级、线路级和线网级安检信息化网络架
构，推进线网安检信息化平台开发，升级革新地
铁 20 号线安检智能识别功能，提升安检工作质
量和效率。全线网共计检查乘客物品数量近 8.9
亿件，排查安全隐患 38441 起。提升安检

智能化水平

修订发布《深铁集团突发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持续优化完
善各下属单位应急预案体系，
对深铁投、深铁建设、深铁运营、
深铁置业、运管办五家单位应
急预案体系进行适应性评估。

开发应急指挥网络版，实现紧
急事件中二级单位的快速响应
与协同联动。完成精准气象平
台与应急指挥系统对接，实现
智慧推送预警信息。试点 BIM
模型与应急指挥系统集成，提
升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针对地铁弓网故障、盾构下穿
河流、吊装机械倾覆、基坑进
水等突发事件开展应急演练 5
次。推动深铁投、深铁建设、
深铁运营等 7 家单位开展常态
化实战演练 90 余场次。地铁公
共场所全面配置AED急救设备，
提升公共急救能力。

组织全线网 231 个地铁车站协
同属地地铁公安、派出所、社区、
运管、义工等多方力量，建立
了地铁车站“五长联动”应急
响应机制，各车站对外召开联
动会议 3000 余次、开展联动
演练 2000 余次，提升应急联
动效能。

轨道安全检查 车站 AED

重大节假日
安全保障

加强反恐
预防管理

完善应急预案 应急管理数智化

优化应急联动机制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实现安全运营

天6212
全年开展应急演练

次54381
亿车公里

全年实现安全运营

3.96 
参演人员

通过心肺复苏术和
借助 AED 设备全年
成功抢救市民乘客

累计成功救治

万人次

人

37

9 

人18

列车服务可靠度

1586万车公里 / 件

建立“1+26+N”应急预案

项520

建立了轨道交通综合救援队、
专兼应急救援队伍

支

人

76
1021

安全事故发生率

0

乘客万人死亡率

0

2021 年 11 月 27 日晚，深圳地铁 5 号线上一名乘客
突然晕倒，心脏骤停，闻讯赶来的 3 名地铁工作人员
立即使用心肺复苏和 AED 设备展开接力救援，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经及时抢救，乘客最终脱离危险。类
似此类借助 AED 设备在深圳地铁站内急救成功的案例
有很多。截至 2021 年底，深圳地铁区域共配备 688 台
AED 设备，8915 名员工获得“初级救护员证”，进一
步为乘客出行提供安全保障。

“平凡”的守护者特别
策划

关键时刻能救命，锁定“救命神器”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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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出行服务品质

我们聚焦乘客出行全过程，不断提升地铁运营水平，推广移动支付进出站、人性化服务等举措，优化乘客出行体验。

根据国际地铁协会（CoMET）2021 年披露数据显示，在全球参与绩效评比的 43 个地铁系统中，深圳地铁在成本效率、
员工培训、列车牵引能耗、运营服务可靠度、服务密度及安全安保等指标均处于行业前列。

缓解交通拥堵

我们持续提升地铁运力，最大限度压缩高峰期行车间隔，根据现场客流情况，增加上线车次，有效缓解客运压力，服务
乘客更高效出行。

2021 年全线网提升运能 19 次，工作日总运能提升 9.76%，周末总运能提升 3.09%，节假日总运能提升 3.88%，1 号线
成功实现 2 分钟行车间隔，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深圳地铁提升运能服务项目”获评 2021 年度深圳市公共交通行业“十
大为民实事”奖。

各线路工作日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

秒120
1 号线

秒155
2 号线

秒135
3 号线

秒150
5 号线

秒235
6 号线

秒215
7 号线

秒310
8 号线

秒230
9 号线

秒220
10 号线

秒240
11 号线

客车开行列次

万列次167.41

所辖地铁线路
年度内最高日客运量

万人次772

运行图兑现率

%99.99

万人次545.25
深圳地铁客运量占公共
交通客运总量比例

%55.17
（深铁 11 条线）

所辖地铁线路
年度总客运量

亿人次19.90

列车正点率

%99.98

所辖地铁线路
日均客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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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行业发展智慧温馨服务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我们全面兑现八项服务承诺，把“从心出发，为爱到达”的服务理念融入乘客出行每一程，全方位、多维度地提升运营
服务水平，不断构建完善便民服务体系，为市民全面打造美丽、便捷、舒适的乘车环境。

我们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管理体系建设，坚持以科技为先导，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及云平台等科创平台建设，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分类、分层、分级推进科研创新工作，力促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提升深铁智慧化水平。

我们围绕数字化转型目标和要求，聚焦轨道交通主责主业，强化科技创新平台、创新人才等配套资源建设，推进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深化应用，以高效协同、持续创新赋能业务升级发展。

推进数字变革，完成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通过“集团一盘棋、安全一张网、建设一张图、运行一张表、服务一条线、
管理一块屏”的“六个一”建设，推动企业管理活动的数字化升级和有序管理，赋能业务升级发展。

借助数字沙盘、建筑信息模型、物联网技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联合有实力的产业链生态企
业，探索大数据技术在土建阶段的应用场景，形成轨道交通建设完整、全面、联动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实现生产信息化、
数字化。

提供出行优惠

我们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老人、残障人士、军警、学生、
儿童等特定人群提供免费乘车服务或折扣票价，让票价
政策惠及更多市民。

全年票价优惠

提供免费客运量

亿人次

万人次

3.10

5380.88

提供票价优惠达

亿元3.48
免费金额约

亿元2.20

为市民派送花灯，送上中秋祝福“无障碍出行”服务

全新上线深圳地铁官方 App，从
“地铁乘车、地铁生活圈、地铁
资讯”三个维度切入搭建服务体
系，新增 100 多项便民功能，实
现地铁出行“前中后”全链路服
务。与广州实现地铁乘车码互联
互通，方便两地市民出行。

智慧出行服务

率先推出全国首个航空 + 地铁联运 
“地铁行李驿站”服务，试点智慧
环保公厕和智慧移动母婴室，上线
区块链电子发票，在 27 个车站试
点音乐广播、19 个车站出入口通
道启用 24 小时过街模式，通过压
降站外等候时间、站外路引升级等
举措，进一步提升乘客出行体验。

创新多样化服务

以国际三八妇女节、中秋节为契
机，开展节日关怀活动，在全线
网 72 座车站及 45 个站点流动派
发鲜花和花灯，为市民送去祝福。
人文关怀活动反响热烈，线上阅
读量达 6 万人次。

节日关怀活动

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推进数字化转型

建成启用，未来将建成华南地区
系统装备试验、检测基地以及深
圳地铁科研创新实验室，加速深
圳地铁迈入智能化城轨时代。

全自动运行工程试验中心

启动建设，基于“智慧地铁”
建设理念，构建城市轨道交通
线网客流全景感知 - 分析 - 预
测与调度系统、线网运力资源
智能调度系统、线网应急指挥
智能调度辅助决策系统、线网
设备运维智能调度系统，对于
促进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
具有较好的科技示范效果。

深圳地铁 NOCC PaaS 云平台

顺利通过评估验收，为集团资源
配置、知识成果转化、人才培养
提供创新试点。

院士（专家）工作站

落户深圳地铁，将全力推动轨道
交通建设管理高质量发展，助力
“数字中国”“新城建”“智慧
交通”建设。

深圳市盾构中心

年度乘客有效投诉率 地铁线网乘客总体满意度

次 / 百万人次 分，达到非常满意水平0.156 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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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心可以测试采用目前全球最先进的车车通信 + 云平台的全自动驾驶列车在两车折返、面对面运行、
任意点折返、双向穿梭等不同场景下的功能状况。”

“试验中心投用后，不仅能大幅缩减现场测试时间，还能提高测试数据准确度。”
——试验中心负责人

全年研发费用 

万元9122

推进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和自主化部件的研制和运用验证工作；短臂受电弓、全碳化硅牵引逆变器在国内率先装车
应用；国内首列网、轨、隧综合巡检列车投入应用，让“运营即检查”成为现实。

开展科研创新工作 行业交流合作

我们携手产学研各方开展行业技术交流与合作，聚集产学研力量，共建行业生态圈，齐心协力为城市轨道交通行业贡献
力量。全年组织开展技术交流 7 场。

参与标准编制

我们积极承担行业标准编制工作和推动单位内部标准化工作，
以标准化管理为抓手，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带动城市轨道交
通行业高质量发展。

参与编写国家、省市、
行业标准

全年发布企业
标准

部 项8 23

2021 年 10 月 14 日，由深铁集团承办的“中国城轨交通业主领导人峰会 2021 深圳年会”圆满召开，来自政府
单位、中国城轨协会、城轨交通业主单位、合作伙伴等近百家单位的 284 人参会。会上，9 家业主单位围绕“智
慧城轨：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结合各自企业实践，就智慧城轨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度沟通和交
流。本次会议组织参观了深圳地铁全自动运行工程试验中心、车辆智慧运营与架大修智能工厂，展现集团近年
来在智慧城轨建设的领先示范成果与经验，以及深刻践行坚持创新驱动，构筑开放、活力、共融的“轨道 +”
生态系统的经营理念。深铁 TOD 品牌发布会展现了集团 TOD 模式的成效与先进性，进一步扩大集团在行业内
的影响力、号召力。此外，围绕“智慧城轨”这一主题组织参观团走进华为、比亚迪、中兴、腾讯进行考察交流，
共话城轨高质量发展。

深圳年会的召开对城轨行业进一步加快数字化转型，以及城轨行业规划、建设、运营、经营、装备和科技创新
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也对更好更快地推动我国迈向“城轨强国”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

案例 成功举办中国城轨交通业主领导人峰会

张志博所在的线路二工班主要负责巡检深圳地铁 9 号线全
线的轨道设备，深圳地铁 9 号线全线近 36.2 公里。按照
规定，每 96 小时就必须对全线轨道设备进行一次巡检，
涉及到关键部位则需要每 48 小时进行一次巡检。因此夜
行万步就成为张志博的工作常态，每天需要挨个查看其所
负责的 6.8 公里范围内隧道、钢轨、道岔、道床、车挡，
及时排除安全隐患，确保万无一失。

“平凡”的守护者特别
策划

深圳智慧地铁全自动无人驾驶测试中心

峰会现场

开展重大科研项目

项14
新增国家专利授权

项23
下属单位开展科研项目

项114
申请国家专利

项42

利益相关方声音

线路二工班张志博

他是你不知道的“地铁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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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布局
激发经营新潜能
我们抢抓“双区”驱动、“双区”叠加、“双改”示范
等重大历史机遇，持续夯实自身经营能力，赋能城市多
元高效发展，致力于与各行各业顶尖企业形成最优组合，
共同构建开放、创新、活力、共融的“轨道 +”生态系统，
以更高起点、更高标准推进国际一流轨道交通企业建设。

稳健合规经营，强化风险内控管理体系建设，持续
提升企业经营效益。

依托轨道交通主业，盘活站城一体化、资源经营板
块和轨道生态圈资源。

责任行动

29 30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亿元

亿元

亿元

%

5935.07

163.97

3051.63

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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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稳健经营

我们围绕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经济目标，全力以赴稳生产、稳经营、稳市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发展。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3667.45
3918.93

4227.90

4924.58

5935.07
总资产
单位：亿元

营业收入
单位：亿元

2192.91

2388.51
2738.48 2972.24

3051.63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净资产
单位：亿元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资产负债率
单位：%

40.23

39.05

35.23

39.64

48.58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142.06

113.48

209.90

208.28

163.97

依法合规运营

我们努力建设治理完善、制度完备、管理规范、风清气正的“合规深铁，廉洁深铁”，打造深铁合规品牌，输出深铁合规智慧，
积极推进合规管理体系试点建设和轨道交通立法，实现依法治企。

发布《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确立合规管理体系的规划与建设、巩
固与完善、成熟与融合“三年三阶段”实施时间、主要任务、工作目标、任务内容、进度安排和
工作要求。通过搭建合规组织架构、建设合规核心制度、设立合规运行机制及合规保障机制、开
展专项模块合规建设、推进合规文化建设和推动合规管理与廉洁风险防控有机融合等多项工作，
推动建设合规组织相对健全、制度相对完备、流程相对规范的合规管理体系。

推进合规
体系建设

对各大业务板块开展审计抽查工作，揭示多项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促进规范管理和
风险防范。

创新宣传方式，统筹各方力量开展全方位普法宣传，营造学法守法用法氛围，全面提升全体员工
法治意识。

深入开展普
法宣传工作

加强风险管控

我们不断强化风险内控管理体系建设，持续性进行缺陷问题整改和风险防范及应对跟踪，推进企业治理管理能力现代化，
进一步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

组织开展风险评估和内部控制评价工作，识别存在
的内控缺陷及重大风险，形成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
告，制定问题整改和风险防范及应对措施，并于每
季度定期开展跟踪监督。

开展内部监控工作

推动内控制度建设系统化、规范化，形成以 3 项总括
性制度和 6 项配套操作指引为支撑的“1+N”内控制
度体系；更新《风险内控管理手册》，保持内控体系
的适用性。

优化风险管控体系

深化案情研
讨剖析机制

防范化解重
大法律风险强化法律合规性审查，实现重大决策 100% 法律审查，集团合同、重要项目及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审查

达 100%；探索化解纠纷的高效路径，构建健全的合法合规风险防范体系。

搭建常态化法律研讨平台，组织 6 次案件研讨会，深入研讨剖析案件应对处理的策略和技巧，提
出案件应诉思路和方案，提升法务人员综合办案能力。

开展多项
 专项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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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国企改革

提升经营效率

我们立足国企改革各项任务，真抓实干，层层压实责任，全面深化国企改革，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体系。

我们充分发挥市场化运作的投融资平台作用，积极创新
债务融资产品，多期债券发行成本屡创新低；探索资产
证券化、公募 REITs 试点、境外融资、产业基金等模式，
完成各类融资 1074.5 亿元，同比增长 61.63%，综合融
资成本 3.17%，有效提升企业经营效益。

运用大数据技术推动纪检监察业务信息化发展，循“数”监督、业务上“云”，推动纪检监察业务迈向“智能化”新
台阶。

创新推动纪检监察信息化平台建设

编制集团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和台账，100% 落实完成深圳市
国资委要求的全面落实中央改革的 49
项“规定动作”和具备集团特色的 34
项“自选动作”。

推出“1+12”改革文件，推行任期制
和契约化管理，引入市场化经营机制，
实行全员绩效考核，不断优化编制结
构，从制度和机制上彻底打破“铁饭
碗”，做到“真兑现、真退出”，充
分激活企业活力与效率。

集团及下属符合条件的 17 家企业实现
董事会应建尽建，董事配齐配强。建
立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管理制度，有
效提升董事会和经理层依法履职能力。

加大力度推动重点亏损子企业专项治
理，完成“两非”“两资”清退工作，
积极稳妥推进深铁设计混合所有制改
革，持续完善协同创新体系，建立包
含国家工程实验室、院士工作站等在
内的 5 个公共研发平台。

恪守廉洁底线

我们不断加大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力度，创新推动纪检监察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
作用，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

坚持违纪必究、执纪必严，全
年受理处置信访举报问题 51 
件；注重审计结果运用，强化
党纪监督与审计监督贯通协
同，精准实施违规经营投资追
责问责。

编制《党风廉政建设“十条
禁令”》等监督制度 20 项，
形成廉政勤政责任长效机制；
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建
立健全廉洁风险防控机制；深
化央地国企“共建联控”专项
机制，通过设立“监督服务之
窗”、公布“阳光监督热线”、
开展党建廉建系列活动等方
式，共筑深铁廉洁工程。

以廉洁文化周、纪律教育学习
月为重要抓手，通过廉洁宣誓、
法制讲座、书画展、情景剧、
辩论赛等多种载体形式，开展
廉洁宣教活动 80 余场；创新
推出《纪律君说纪律》的廉洁
主题系列动漫 20 期，于集团
办公场所滚动播放，全面营造
廉荣腐耻文化氛围。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廉洁书画展廉洁宣教活动

“不敢腐”
威慑机制

“不能腐”
约束机制

“不想腐”
预防机制

落实跟进
指标任务

推进三项
制度改革

规范
董事会

运作

优化产业
结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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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时尚榜——2020 年度中国最受欢迎酒店
第八届深圳餐饮风云榜——深圳必打卡酒店
第二十一届中国金马奖——中国最佳商务酒店

深化业态融合
我们依托轨道交通主业，以“造血”为关键，设法盘活站城一体化、资源经营板块和轨道生态圈资源，持续反哺轨道交
通建设运营，为全国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提供先行示范。

打造站城一体标杆

丰富“轨道 +”生态圈

我们创新“轨道 + 物业”模式，推进以枢纽为核心的“站城一体化”开发，推动 TOD 建设从“单体开发 1.0 模式”“综
合开发 2.0 模式”到主动组局的“站城一体 3.0 模式”“产城融合 4.0 模式”的迭代更新，推动枢纽与城市公共空间相
互开放、融合、互动，赋能城市未来发展。

全年获得 6 宗土地，其中 5 宗来自全市第三批土地集中供地，有力落实了政府“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政策要求，
充分发挥国企的“中流砥柱”作用，创深圳历史之最、深铁历史之最，深受政府认可和市场青睐。

我们积极探索新业态，持续丰富拓展资源经营、物业服务、设计咨询、建材交易等多元业务，不断提高自身造血能力和
创收能力，推动城轨行业可持续发展。

与惠阳城投就惠州南站综合
交通枢纽站城一体化建设签
署合作框架协议，与当地政
府、区属城投公司携手打造
集团走向大湾区的首个产城
融合 4.0 项目。

营业收入

亿元10.35
拥有客房

间843

持续盘活地下空间资源，探索新业态经营和“地铁物流”经营工作，努力打造全业态地铁生活空间和文化阵地，为城市
提质提速发展探索创新。

2021 年 9 月，岭南首家改革开放学院的配套酒店——前海君璞书院试运营。同月，深铁商业
举行品牌升级暨锦荟焕新发布会，发布了全新的五大商业产品线，为打造全业态的地铁生活
空间和文化阵地迈出了第一步。

资源经营

深铁璟城首开“拿地即开工”
模式先河，赤湾、大运等 5
个物业开发项目也延续“拿
地即开工”传奇，全面进阶
赋能城市多维发展，跑出“深
圳加速度”。

年度投资

亿元54.2
新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246
新开发项目

个6
拥有上盖物业开发项目

个21

开发建设规模约

万平方米1260
当前在建项目

项17

在建面积约

万平方米691
销售总额

亿元268

深铁汇都
超级综合体

深铁汇城
综合体

深铁汇里
复合体

深铁汇坊
站街

深铁汇驿
站厅

五大商业产品线

深铁皇冠假日酒店荣获

经营管理商业空间

万平方米64

经营酒店

个3

惠州南站综合交通枢纽站城一体项目效果图

赤湾停车场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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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建材致力于成为国内规模前列、服务领先、质量一流的国资特色建材交易集团，以全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项目的
建材采购需求为支撑，以聚集全市建材交易资源为重点，力争打造千亿级交易平台。

营业收入

市场化贸易额

亿元

亿元

7.9

35.47

全年累计签约项目

项72

全年累计签订合同额

亿元887.59

建材交易

3 月 12 日，深建材挂牌成立

加大市政、轨道、建筑、勘察检测等业务板块的开
拓力度，与近 20 家央企及骨干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广泛开展战略合作、拓展业务范围。独立规划
设计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APM 项目，开创了深铁设
计进军其他制式先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承接首个全过程咨询市场项目——浪景路改造工程，
提供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工程、给排水工程、通信
工程、燃气工程和边坡防护工程等咨询服务。与西
南大学组成联合体，共同承接四川省都江堰至四姑
娘山山地轨道车辆及齿轨轨道装置技术咨询和监造
项目。

全面提升物业服务品质，打造物业服务品牌。不断
加强科技创新，联合研发的智能列车消毒机器人获
得技术专利，首个光伏停车场正式投入使用，创新
实施“农光互补”空间与新能源结合开发路径；聚
焦美丽地铁建设，北站枢纽厕所多次在全市公共厕
所环境指数评选活动中获得行业第一；持续探索枢
纽服务输出、农绿种植、文体资源等多业态经营；
2021 年成功拓展西安火车站地下交通枢纽运营管理
咨询顾问项目，为西安火车站提供专业的枢纽管理
经验。

市政设计

工程咨询

物业服务

2021年3月12日，深建材正式揭牌
成立，是集团在探索“轨道+”生
态圈，推动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
深度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

2021年12月31日，“深建材”交易
平台正式发布，已与上下游47家头
部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入驻合作伙
伴112家，成功联接多家主流垂直
电商，上架商品超40万件。

签订合同额

亿元1.8
营业收入

万元7163
服务地铁咨询项目

项24

营业收入

亿元9.88
全年累计新接任务

项575
项目覆盖

个城市23

全年累计合同额

亿元14.01

广东省物业服务企业
综合实力排名

名27
第三方客户满意度

分87.4

营业收入

亿元8.52
物业管理面积

万平方米14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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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轻轨项目是中国内地地铁企业
首次走出国门的项目，已成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
品牌建设成果入选 2022 年国务院国资委双百典型案例；
越南河内轻轨“吉灵 - 河东线”项目于 2022 年 1 月全面
开通商业运行；以色列特拉维夫红线轻轨项目是中国内
地地铁企业首个进军发达国家的项目，于 2021 年 6 月实
现全线电客车上线试跑；埃及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预计
2022 年正式开通运营，是非洲第一条时速最高、现代化
程度最高的电气化铁路。

郑州地铁 3 号线 PPP 项目是中国内地地铁企业首个 PPP
项目，于 2020 年 12 月实现通车试运营，于 2021 年稳
妥应对郑州“7.20”特大暴雨袭击，保证了地铁运营安全。
雄安新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快线项目是集团继 2018 年
参与支援雄安站建设后的第二个雄安项目，也是集团参
加的首个高速市域铁路咨询服务项目，专业服务获得业
主单位的好评。

海外项目稳步推进 国内项目快速推进

营业收入

万元9143
全年累计新接任务

项3
全年累计合同额

万元6165
项目覆盖城市

个6

郑州地铁 3 号线开通一周年

抢险现场

积极承接东莞轨道交通集团、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等单位基层工班长及技术类培训项目，全年服务
12 家单位，项目覆盖 5 个城市，为国内外轨道交
通行业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东莞轨道培训项目课堂

营业收入

万元1531
培训学员约

人次980

教育培训

国内、国际业务

他用匠心让技术穿越时代长青

“平凡”的守护者特别
策划

2021 年 7 月 20 日， 郑 州 突 发 罕 见
特大暴雨，造成郑州地铁多条线路
停运，集团 PPP 项目郑州地铁 3 号
线受灾严重。深铁集团闻讯紧急组
建援郑抗灾抢险队伍，先后抽调两
批抢险队 20 余名专家、专业技术骨
干，携带保障物资，会同驻郑的项
目管理人员，总计 61 名队员，加班
加点，累计作业上万小时，助力郑
州地铁 3 号线于 9 月 15 日顺利恢复
载客运营，体现了深铁的国企担当
以及与行业守望相助的精神。

案例 闻“汛”而动，驰援郑州抢险第一线

全国交通技术能手谢东田

谢东田从业 28 年来，始终紧跟时代的步伐，创新管理模式，坚持对轨
道交通运营生产技术进行钻研，凭着坚定不移的钻研精神，攻克了一
个个难题，创造了一个个奇迹。谢东田带领的“谢东田劳模创新工作室”
团队研发的“站台安全确认报警装置”项目在深圳地铁全线网大客流
和曲线站台推广应用，有效解决了大客流、曲线等瞭望困难站台发生
车门及站台门夹人夹物动车的地铁运营安全管控工作痛点。

在交通运输部开展的 2021 年度全国交通技术能手评选工作中，谢东田
被评为“全国交通技术能手”称号，获颁“全国交通技术能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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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赋能
引领文明新风尚
我们践行节能、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持续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完善绿色低碳管理，为市民提供更绿色低碳
的出行方式和生活空间，致力让“山更绿、水更清、天
更蓝”，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注入深铁能量。 完善绿色低碳管理，开展深入研究，提高生态文明

建设水平。

加强精细管理和技术创新，构建全周期绿色低碳线
网，助力绿色出行。

匠心打造绿色建筑，向社会各界倡导绿色低碳理念，
共享低碳生活。

责任行动 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投入约 全年运营总能耗

列车车公里综合能耗

亿元 万千瓦时

千瓦时 / 车公里

3.91 159713

4.03
全年为全社会提供低碳公共出行碳普惠减排量约

万吨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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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规划

绿色设计

绿色低碳管理 绿色低碳线网
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进行工作部署，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营管理工作有机融合、齐抓共管，完善绿色低
碳管理，开展深入研究，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和实践贯穿地铁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的全周期，通过精细管理、技术创新打造绿色低碳线网，
为绿色出行增添更浓成色。

在新线规划时，我们对所有新建地铁线路全部考虑采用回流轨技术，降低地铁杂散电流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全面推进
线网级别的资源共享，包括车辆段、停车场、工程车的配套衔接，打造绿色、高效的地铁线网。

我们践行绿色集约的设计理念，从项目设计之初便融入
绿色低碳、节能降耗的工作目标和设计理念，并充分考
虑各项安全文明施工措施的预算，将低碳、节能融入地
铁设计中。

生态文明建设专项
资金投入约

亿元3.91

44

成立由董事长担任组长、各业务板块分管领导为组
员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执行机构，同时
建立联络员制度、飞行检查通报制度、督办督查制度、
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机制等系列工作机制，确保任务
部署到位、责任落实到位、监督检查到位。

成立绿色低碳发展研究工作组，充分挖掘设备设施
的节能潜能，探索节能节电的具体措施和技术创新，
研究“双碳”目标实施路径和行动方案，为促进城
市轨道交通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制定专项计划

完善工作机制

专项经费投入

开展深入研究

投入专项经费开展管理类、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污
染治理、安全文明施工、环保设备采购节能降耗改
造和减排新技术应用等工作，确保专款专用，落到
实处。

制定《2021 年度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实施方案》，明
确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进度、责任分工、具体措施和
资金投入等，并对重点工作及任务及时细化和部署，
纳入集团年度工作计划，层层明确责任以落实。

采用全球先进的综合节能、减震技术，设置
节能坡、光井，使用环保节能材料，推行轻
度装修；提倡采用海绵城市、装配式等节能
减排新技术；鼓励运用低碳环保节能的工程、
装修新材料；因地制宜建设屋顶、轨旁等分
布式建筑光伏发电等绿色能源，为地铁建设
运营提前注入绿色基因。

合理控制建筑规模和体型，优化车站规模，
控制车站长度、宽度及埋深，提高土地利
用率，提升基础设施整体效能；优化基坑
施工方案，减少土方开挖；优化交通疏解
方案，减少倒边次数，为后续建设定下绿
色基调。

节能设计

高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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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设

我们全面导入绿色理念，构建绿色设计施工体系，坚持绿色标准，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治污保洁要求，通过优化工法、改
进工序和技术创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深圳地铁在 6 号线开展了“城市轨道交通高架车站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关键技术与示范应用”技术攻关，通过
在 6 号线规模化应用及一年多的并网运行，形成了一整套的技术方案，最终实现了光伏发电在确保安全和功能
的前提下，完美地与高架车站建筑景观等相融合。自并网运行至 2021 年 12 月，6 号线高架车站分布式光伏发
电系统累计发电 314 万度，可满足高架车站约 30% 的动力照明用电需求。

案例 “地铁 + 光伏”助力“碳中和”

① 2021 年深圳地铁提供约 168 亿人公里的运输服务，根据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2021 年 12 月发布的《深圳市低碳公共出行碳普惠方法学（试行）》的核算方法，乘坐地
铁出行每人公里可减排 0.0467 公斤二氧化碳，深圳地铁为全社会提供了约 78.4 万吨的低碳公共出行碳普惠减排量，相当于 3.92 万公顷林地一年的吸收量。

严格按照扬尘治理“7 个 100%”要求落实扬尘防治；

对裸露场地和土方采取覆盖、固化或绿化等措施；

及时清运场地内的余泥渣土，对施工现场定时洒水除尘；

对全部出工地车辆进行全面清洗，确保不带泥上路；

依托智能化轨道板预制配送中心，实现材料工厂化加工，
减少施工产生的扬尘、噪音。

扬尘治理

噪音防治

严禁使用随车吊、冲孔桩机等对周边环境、噪音影响
大的施工机械；

全面使用新能源渣土车，降低噪音及尾气排放；

推广装配式建筑技术，在四期工程试点采用内支撑体
系装配式车站，减少施工噪音扰民；

应用新型降噪技术，四期工程在敏感区域采用道床垫
和钢弹簧浮置板混凝土道床等减振降噪措施，降低列
车行驶噪音和振动。

上线运营深铁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地铁参建各方实现
无纸化办公，绝大部分程序文件可在网络平台办理。

无纸化办公

推进渣土处理技术研究，通过设置泥砂分离系统、絮凝
沉淀及压滤系统，对盾构渣土进行处理，实现新建工程
的盾构渣土减量化处置全覆盖；

印发《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城市轨道土壤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建立土壤污染预防机制并纳入施工管理，
降低土壤污染风险；

在工地设置排水明沟和三级沉淀池，场地积水经处理达
标后排放，杜绝直流到附近道路和周边市政管网，车辆
冲洗废水达标率 100%；

地铁 14 号线在国内地铁项目首次应用 MBR 生活污水处
理系统，处理后的废水用于冲洗地面及浇灌花草使用，
实现生活污水“不落地、全循环、全利用”。

废弃物管理

技术节能

四期工程采用智能环控系统，创大规模冷却塔采用永磁
同步电机、8 万风量以上组合空调机组采用 EC 风机、
大规模采用鼓风式冷却塔（全地下）、智能环控系统接
入线网云及大规模采用 BIM 技术及装配式机房等多个国
内首次；

采购高效空调系统，实现全线空调机房能效达 5.0、系
统能效达 3.5、系统节能 35% 以上。

绿色运营

我们通过精细管理及技术创新推进地铁运营节能降耗，让乘客享受更绿色低碳的出行旅程。

积极推进技术改造，地铁列车均采用
变频空调，加装空气净化装置，并采
用多种减噪技术，提高列车节能效率，
12、13、14、16 号线智能环控系统空
调系统节能率达 24%。地铁 6、8、10
号线及后续新建线路均使用牵引供电
系统再生制动能量回馈装置，2021 年 6、
8、10 号线实际回馈电量 1113 万千瓦
时。全年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节能效益
约 2874 万元。对地铁运营期间全线车站、车厢、车辆

段及地铁沿线环境影响敏感区域开展环
境监测工作，包含地铁噪音、地铁振动、
车站污水、风亭异味、车站空气质量、
主所电磁辐射等监测内容，全方位监测
地铁运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并通过采
取增设声屏障、限速运行、钢轨打磨、
增设钢轨自动涂油机、开展噪音与振动
测试专项研究等措施，有效改善噪音和
振动问题。

精细管理
技术创新

环境监测

建立能耗标准化体系，全面深入推进节
能减排。编制运营板块年度节能减排工
作计划，下达能耗指标并分解到各专业
及各车站，定期跟踪分析完成情况。全
年通过管理实现节能效益约3705万元。

列车车公里综合能耗

千瓦时 / 车公里4.03

全年运营总能耗

万千瓦时159713

全年温室气体排放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152

地铁 6 号线全年光伏发电量

万千瓦时213.91

为全社会提供低碳公共
出行碳普惠减排量约

万吨78.4 林地一年的吸收量①

相当于

万公顷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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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铁皇冠酒店
通过绿色饭店最高等级“五叶级中国绿色饭店”评审

深铁金融科技大厦
荣获“二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

绿色低碳生活
我们匠心打造绿色建筑，积极推动垃圾分类，向社会各界倡导绿色低碳理念，共同创造绿色低碳的美好生活。

我们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开展绿色生态建筑的探索
和实践，为绿色生活添砖加瓦。

深铁金融科技大厦项目是按照绿色建筑理念在项目全生
命周期打造及运行的超甲级写字楼，成功获得“二星级
绿色建筑运行标识”，成为集团第一个取得国家绿色建
筑运营二星的写字楼项目。

我们积极推进环保意识培训和垃圾分类，坚持开展厨余垃
圾分类督导活动。深铁物业管理下的地铁人才公寓、锦上
花园、和悦居、塘朗城及朗麓家园荣获“垃圾分类绿色小
区”称号。

我们积极发挥地铁的公众宣传平台优势，在全线网地铁站站厅播放“生态环保条例宣
传”“节水宣传片”“守护宁静听见美好”“绿色出行周”“无废城市”等生态文明环
保公益宣传片，在人流密集处张贴生态文明建设主题海报，全方位宣传低碳环保、绿色
出行理念。打造绿色建筑

推动垃圾分类

倡导绿色出行

深铁金融科技大厦设计图

垃圾分类指引

深铁皇冠假日酒店

深铁物业住宅项目和商业区共
设置四分类点垃圾投放区域 个99

49岁的李英波，从事轨道交通行业20载，现供职
于深铁投规划设计中心，任深汕铁路设计代表。他
以其丰富的工作阅历、过硬的专业水平、无私奉献
的主人翁精神，创造了深圳铁路建设史上从立项到
开工的最短记录：在短短的9个月时间内，取得了
全线可行性调研、地灾、地震安评及先开段初步设
计、环评、水土保持、文物调查等开工前置条件的
批复，为深汕铁路依法合规开工建设作出了突出贡
献，受到了省市单位及业界内外的高度赞扬。“我
是普通人，只是在干平凡、琐碎的事”。李英波用实
践证明了钉子精神的善挤勤钻，用平凡成就不凡。

平凡见真章，钉子精神守护绿水青山

“平凡”的守护者特别
策划

全线车站张贴生态文明
建设主题海报共

张400

《绿色出行 双碳环保》作品荣获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2021 年中国地铁十大公益广告”

地铁能耗

减少碳排放量地铁运载能力

人均耗电量 深圳地铁公交分担率

深汕铁路设计代表李英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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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梦为马
焕发员工新活力
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开展
人才招募和管理工作，高质量系统推进组织体系和人力
资源变革，以多层次的人才素质培养体系赋能员工，不
断提高员工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

公开、公平、公正招聘优秀人才，充分尊重和保护员
工各项合法权益。

建立人才素质培养体系，完善人才建设体制机制，赋
能员工成长。

积极帮助员工解决实际困难，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
活，增强员工幸福感。

责任行动

员工总数约

万人2.5
员工培训总时数

万小时40.03
发放关爱金

万元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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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员工权益

我们遵守各项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公开、公平、公正招聘优秀人才，完善薪酬福利体系，保障员工的民主参与，
充分尊重和保护员工各项合法权益。

我们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开展人才招募和管理工作，充分尊重不同背景的员工，反对歧视和强迫劳动，保护女性员工
合法权益，为员工创造公平、和谐的工作环境。

我们加快落实薪酬体系改革，优化薪酬结构，并为员工提供基本社会福利保障及个性
化福利，按时足额缴纳“五险二金”，提供带薪休假，让员工“快乐工作，幸福生活”。

我们切实维护职工权益，增强广大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建立健全基层工会组织，召开
深铁集团第一届工会联合会暨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指导 8 家直管单位完成基层工会
换届选举工作，组织召开员工座谈会，倾听员工心声，切实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

集团 OA 系统设置“员工诉求平台”板块，更全面了解和掌握员工的意见、建议及诉求，
协调各单位共同落实、解决员工关心的“吃、住、行”等重点问题。

招才揽智

薪酬福利

民主沟通

社会保险覆盖率

%100

深铁集团第一届工会联合会暨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

员工工会入会率

%100员工总数约 万人2.5

员工流失率 %4.4

员工劳动合同签订率 %100

员工职称结构员工年龄结构

正高级职称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14.4 %21.9

%3.3%0.3

招聘新员工人数 人424

中高层管理人员中女性员工占比 %16.6

%25

女性 男性

%75

%4

%43 %49

%4

中专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本科专科

30 岁及以下 31-40 岁 41-50 岁 51 岁及以上

%2.82 %8.98

%58.43 %29.77

员工性别结构 员工学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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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核心指人才标准；“3”支队伍指管理人才、技术专家 / 能手、战略性职能人才队伍；“4”大保障指开发机制、发展机制、培训机构、数智技术。

赋能员工成长
我们建立以素质模型为基础、以教育培训为载体、以后备人才建设为保障的人才素质培养体系，设计岗位能力素质模型
体系，大力开展后备人才梯队搭建，为选优配强和培养人才队伍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为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员工进行针对性地赋能，提高员工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2021 年，深铁云学院正式上线运行，
并结合线上直播与线下课堂的方式推出“深铁大讲堂”，为全体员工提供随时赋能的线上学习平台。

组织中高层人员赴中央党校学习培训，学员通过学习政
策解读、哲学理论、管理能力等课程，深刻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思想新突破，为推
动深铁事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沉淀与萃取员工专业经验并转化为内部课程，推动内
部知识智慧的传承与良性循环，面向内部培训师开展“课
程开发与授课技巧提升”“微课开发与制作”培训和人
才培养体系搭建赋能工作坊培训，提升内训师教学与课
程开发水平。

组织后备人才开展历时 4 个月的领导力专项培训，产出
贴近集团战略与需求的 5 项团队课题研究。学员通过“正
心、战略、组织、团队、角色”5 个模块的学习，提升
后备人才应具有的专业素质与技能水平。

我们系统推进组织体系和人力资源变革，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和人才建设体制机制，推动薪酬激励和考核体系改革，为
员工职业发展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开发版权课程“高效能”与“高效沟通”，推动知识分
享和经验交流，弘扬集团先进文化，沉淀优秀管理经验，
并培养内部管理类培训师，对全体员工进行赋能培训；
面向全体员工开展职业力培训课程，加强员工职业公共
技能。

中高层管理人员中女性员工占比 
16.6%；集团本部中层干部全
体起立、竞聘上岗；员工双向
选择、重新进岗；直管企业中
层干部公开选拔；年青后备人
才公推公选，选育结合。截至
2 0 2 1 年 底 ， 集 团 本 部 中 层 干
部 平 均 年 龄 降 至 4 7 岁 ， 4 5 岁
以下干部50人。

不断优化薪酬激励约束机制，薪
酬总额增长与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挂钩，形成了“干部能上能下、
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
的良性机制；为提供员工职业生
涯发展通道，实施绩效积分晋升
机制，员工结合年度考核结果累
计积分，达到积分条件时晋升更
高职级。

人才培养

课程开发培训

“优苗计划”后备人才领导力培训

畅通发展

②

通用管理培训

党性教育培训

制定“十四五”人才发展纲要，
出台“1+12”制度文件，形成组
织管控八大体系，以及管控模式、
组织架构、岗位体系、薪酬体系、
人才管理五个方面的相关制度，
围绕“1”个核心，打造“3”支
队伍，落实“4”大保障②，为集
团战略目标落实落地提供坚强人
才保障。

推进干部队伍能力建设 深化激励约束机制

员工培训人次 万人次11.90

小时31.41员工人均培训

万元员工培训投入 453

员工培训覆盖率 %100

员工培训总时数 万小时40.03

线上学习平台课程总数量 2637门

完善人才建设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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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员工生活

我们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困难，提供多样化的关怀服务和丰富的业余文体活动，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幸福感。

我们围绕员工需求，争取餐饮、健身、生活用品等行业优惠资源，开展节日慰问，为员工提供普惠、精准、常态的服务；
建立关爱互助资金，对困难员工或员工家庭予以资金支持；每年为员工购买团体保险，提供体检和心理咨询服务，并为
不同岗位一线员工定向增加专项检查，保障员工身心健康。

我们组织开展各类文化体育活动和节日主题活动，为员工营造身心愉悦的环境。

员工关怀

员工活动

为员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2

为单身员工提供住宿

余名8500

职工羽毛球赛

母亲节主题活动

职工足球赛

集体生日会

开展工会活动

参与人数超

次

万人次

98

2

参加乒乓球、
足球、篮球、羽毛球
体育比赛人数近

人800

住房保障

健康关爱 普惠服务

困难帮扶

发放住院慰问、重大疾病及
困难救助关爱金

人次1025
帮助困难员工投入资金

万元35

开展生日慰问约

万人次2.5
采购发放福利物资约

万元1592
为员工购买团体保险约

万元1143.77

组织员工体检约

万人次

万人次

2.5
员工体检覆盖率

%100

为员工提供家庭用房

户3351

从“新扎师妹”到“榜样力量”

“平凡”的守护者特别
策划

杨桂珠是深圳地铁的一名机电检修工，大伙都亲切地称她
为“珠珠”。2017 年，初来乍到的珠珠为了提升自己的
专业技术水平，下班回到宿舍后扒上两口饭，便抱起一摞
专业书籍，硬是啃到晚上 12 点才入睡。经过 3 个月的理
论实操和半年的师徒带教后，珠珠顺利拿到机电上岗证，
正式成为一名机电检修工。2019 年，珠珠在进行事故照
明应急装置月检作业时，发现蓄电池电压异常，深思熟虑
后决定将扳手改造成“7 型”绝缘扳手进行蓄电池更换检
修作业，后来“7 型”绝缘扳手为班组检修作业提供了不
少便利。珠珠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
精神，展现着“90 后”的榜样力量，不辞劳苦守护着深
圳市民的“回家路”。

机电检修工杨桂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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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公益
谱写责任新篇章
我们贯彻落实国家政策部署，支持乡村振兴工作，助力
民生工程建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公共文化发展，
开展志愿公益活动，努力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践行社会公益上的责任与担当。 落实国家决策部署，积极开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工作。

创新地铁公共文化表达形式，举办丰富多元的宣传
活动。

助力民生工程建设，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

责任行动 深圳地铁义工人数

人32286
消费帮扶产品采购投入

万元914
全年提供志愿服务时间超

万小时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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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乡村振兴

我们认真落实国家关于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积极开展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工作，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多方协同开创乡村振兴之路。

驻镇帮扶

消费帮扶

2021 年 7 月，我们积极参与组建驻汕头西胪镇帮扶工作
队，与西胪镇精准对接，开展拉网式走访，将各村基本
情况形成“一村一档”，加强返贫监测，并结合西胪镇
需求，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帮扶工作落实落细。

消费帮扶是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我们积极助力农产
品出山入市，组织采购农产品，让河源市小水村的百香果、
凉茶、饮用水等优质产品进食堂、进餐桌，以实际行动
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健康发展。

推动“锦沣粮”丝苗米入驻“圳帮扶”平台，积极参与
深圳潮汕美食节等活动，用好用足政府帮扶政策，拓展
销售渠道，推广西胪特色、优质农副产品；依托省农业
科学院、汕头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等专业力量，立足特色
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巩固推广“院地合作”模式，指
导发展稻米、蔬菜、杨梅和姜薯等种植销售工作；挖掘
凤山庄抗日杀敌自卫中队等红色旧址旅游资源，因地制
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贯通产
加销，融合农文旅。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带头履职
尽责，主动学习和融入，在镇党委、村委的领导下，紧
密依靠西胪镇委镇政府，团结广大干部职工，开展各项
工作，全面履行驻镇帮扶责任；引进智慧党建系统应用，
成功在尖山村召开“线上线下”党员大会，创新基层党
组织建设方式方法。

调研西胪镇乡村振兴工作 西胪镇尖山小学科普课堂

乡村振兴驻镇帮镇
扶村工作干部

消费帮扶产品采购
投入

对点帮扶河源市东源县
船塘镇小水村累计完成

在集团所属公共区域设
置帮扶产品自动售卖机

人4

万元914

个对口帮扶项目

台

63

19

扶持优势产业

加强党建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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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养人文底蕴

一个有温度的城市，应该充满着人文的色彩和文化的内涵，我们不断创新地铁公共文化表达形式，开展丰富多元的宣传
活动，滋养人文底蕴，让城市文明之光更加闪耀。

构建文化空间

丰富人文色彩

我们充分发挥地铁城市文明窗口作用，持续打造各具风格的主题列车和特色车站，让乘客在浓厚的文化空间氛围里感受
城市温度。2021 年，我们积极统筹景观文化艺术线网建设，在全球范围内发起围绕深圳地铁“阳光 +”理念的文化艺
术创作征集活动，将艺术话语权交予公众，构筑人与城市同行、地铁与艺术共生的“轨道 + 文化”生态系统。

我们充分应用地铁公共空间，开展人文关怀活动，让地铁站释放新的人文活力。2021 年，我们在所辖线路中的 27 个车
站试点推出原创轻音乐广播，通过在站内空间播放旋律轻松的钢琴曲，有效缓解乘客的情绪和压力。

童心向党——2021 走进地铁深港澳儿童画展环保主题列车

你笑起来“圳”好看地铁公益主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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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积极推行公共艺术文化工作，尝试将文化艺术以多种展现形式融入车站建筑、装修及景观等多种空间及界面。
我们十分重视本土文化的在地性，注重让地铁艺术融入社区文化，既要符合线路在城市区域中的角色和定位，同
时也彰显国际化视野。

每一座车站都具有个性文化，每一条线路都展示着深圳独有的地域文化内涵及城市精神，我们努力搭建城市艺术
之桥，让乘客的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文化之旅”。

地铁与艺术特别
策划

深铁置业发起 “目的地美术馆”TOD 艺术计划，邀请华人世界代表性的绘本作家几米、英国街头摄影大师
Matt Stuart、植根于深圳本土的 24 ScanLab 及饶小军团队、诗人南岛、艺术家滕斐、设计师黄扬、影像艺
术家梁荣、艺术单位卖力工房等 8 位（组）来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创作者用作品创想更多元的城市生活，
分别在深圳的 COCOPARK、海岸城、科兴科学园、塘朗城等 4 个城市公共空间带来“目的地美术馆”艺术巡
展，为所有深圳人带来一次艺术惊喜，让艺术激发生活的更多想象。

案例 “目的地美术馆”艺术巡展

市民中心站几米艺术站厅

1 号线几米艺术列车

COCOPARK 展览

岗厦站

沙头角站

高度还原米罗工作室，与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胡安·米
罗亮相深圳的「无轮之廓」艺术展相呼应，为乘客带
来一场 20 世纪超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的享受之旅。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头角鱼灯舞”成为地域文化
的象征，艺术设计引用渔兜元素来演绎鱼灯，在兼具
使用功能的基础上重现出温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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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奉献社会

我们扎实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
活动，用行动助力深圳“志愿者之城”建设，推动轨道
交通志愿服务事业的繁荣发展。

民生工程

我们主动服务深圳人才优化发展战略，圆满完成“深圳
改革开放干部学院”建设任务，高水平开展民生工程建设，
大力拓宽公共住房供应渠道，助力优质公共住房及配套
资源的有效供给。

未来计划地铁上盖公共住房建设比例超过

保障房项目总建筑面积

%50

万平方米185

累计交付公共住房

万套2.24
在建

万套1.74

公益活动

我们努力擦亮深铁公益品牌，持续开展各类公益活动。积极开展“护照打卡”“地铁开放日”“安全活动季” “乘客座谈会”
等文明品牌活动；与广电集团合作，开展第九季“幸福的红雨伞”公益活动，投放 1 万把红雨伞至各站点；通过换书会、
书香专列、地铁阅读角等形式，开展第十一届地铁阅读季公益活动；围绕日常安全文明宣传、消防宣传等主题开展进
校园进社区活动。2021 年，累计开展 134 场品牌公益活动。

“幸福的红雨伞”公益活动 地铁阅读季公益活动

志愿服务

我们持续优化志愿服务体系，全力打造“1+365+N”志
愿生态圈并对外输出，创新探索“深铁义工 + 社区义工”
的融合新模式，启动试点改革工作并完成 21 个站点的常
态化服务组建工作，用行动守护群众，用心温暖这座城市。

志愿服务

深圳地铁义工人数

人32286

日均安排义工

全年提供志愿服务时间超

万小时82.17

获得市级“五星级义工” 提供“最后一公里”
无障碍服务

单158

年度总服务时长连续

在市义工服务组织中排名第一

年6
累计贡献志愿服务

512.8万小时

义工服务站

890人次 461名260个

深铁义工联荣获

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组织
第七届广东省志愿服务金奖（集体）
广东省学雷锋先进典型“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助人就是快乐的劳动

“平凡”的守护者特别
策划

2012 年，拄拐多年的皮德才第一次接上了假肢，也第一次萌生了参加义
工服务的想法，并成为了深圳地铁义工的一份子。皮德才认为，做义工便
是服务别人快乐自己，绝对不能有完成任务的心态，刚开始时他十分担心
自身残障会影响义工服务，但穿上义工服后，责任感支撑着他坚守岗位，
很快便适应了各项工作。2015 年，皮德才获得了全市五星级义工的荣誉
称号，至今仍坚守义工岗位，守护着市民平安。

“生活不需要很有钱，够用就行，只要开心劳动就能开心地活着。”皮德
才的信念就是如此朴素简单。

地铁义工皮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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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管理

为深入了解利益相关方的期望与需求，增强报告的针对性、实质性和回应性，我们遵循实质性议题分析流程，开展利益
相关方问卷调研。基于调研结果，从“对利益相关方评估和决策的影响”和“对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的重要性”两个
维度，对议题进行排序、审核，最终筛选出 15 个关键实质性议题并在报告中进行重点披露。

议题管理

未来可期

2022 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是集团实施“十四五”
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集团“品牌建设年”。这一年，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抢抓“双区”驱动、“双区”叠加、“双改”示范历史机遇，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市圈，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提高安全韧性水平

以建设“平安深铁”为目标，高质量保障 6 支、14、16
号线开通，接管深圳首条城际铁路；把安全发展理念贯
穿于各板块和全过程，提升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推进“科技深铁”建设，健全科研管理与发展体系，加
大研发投入，加快数字化转型及 BIM、IoT（物联网）技
术应用，实现数智赋能，引领行业创新发展。

打造站城一体标杆

充分发挥轨道交通优势，凭借全链条的投资建设、经营
能力和市场化组局能力，统筹推进多网融合、资源共享，
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杆示范项目，充分盘活站
城一体化、资源经营板块和轨道生态圈各单位资源，不
断增强“造血”能力。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以建设“美丽深铁”为目标，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推进
能源管理体系和平台建设，推广低碳节能技术应用，加
强碳排放管理；推进绿色文明施工，注重林木、水源和
土壤保护，加大低碳节能宣传，形成绿色共识。

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

持续深化人力资源改革，构建更优更强的组织与人才体
系，深化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做实全员绩效考核，打
造与现代企业要求相匹配的高素质干部人才队伍，为新
时代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构筑城市人文空间

积极推进地铁公共文化建设，让地铁生活、人文故事与
城市文化建设同步，增强地铁人文特质，构筑人与城市
同行、艺术与文化共生的优质生活圈，助力深圳打造城
市文明典范。

推进多网融合
加快地铁新线建设与开通
加快“三铁合一”发展
加快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
参与市政工程建设
完善内部安全管理
加强地铁建设项目施工安全
加强地铁运营安全
完善应急体系建设
开展安全宣传
提升地铁运送能力
打造智慧地铁服务
完善车站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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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地铁服务质量
提供优惠、免费票价政策
积极回应市民投诉
推进智慧轨交发展
搭建科研创新平台
推广应用创新成果
参与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制定
开展技术合作与交流
拓展融资渠道
深化“法治地铁”建设
加强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深化国企改革
健全内控风险管理体系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优化“轨道 +”模式
开发站城一体项目
为同行业提供专业服务
服务“双区”建设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保护生物多样性
加强绿色施工
降低运营能耗
打造绿色生态建筑
倡导绿色理念
保障员工基本权益
支持员工发展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提供公平畅通的晋升机制
保障员工职业健康与安全
加强员工关怀
开展人文、公益宣传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
开展志愿服务
开展品牌公益活动

议题识别 明确优先级 审核确定 议题回应

可持续发展趋势
社会责任报告标准
行业先进企业对标
集团发展战略

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议题
集团战略着力解决的
议题
利益相关方高度关注
的议题

集团领导层审核
各职能部门和业务单
位审核
社会责任专家审核

设立新的绩效目标
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
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
报告中有针对性的重点
披露

65

关于本报告指标索引数说责任责任管理未来可期

注：绿色字体为识别出的
         关键实质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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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积极倾听利益相关方声音，与利益相关方建立了常态化沟通机制，真诚回应其期望和诉求，获取利益相关方的认可
与支持。

数说责任

重要利益相关方 期望与诉求 回应措施

政府

 依法合规运营
 资产保值增值
 服务城市发展
 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科技创新
 税收贡献
 带动当地就业

 合规经营，提升管理
 地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推进地铁建设
 实施“轨道 +”战略
 强化创新驱动
 打造绿色线网
 公开招聘

乘客
 提升服务品质
 保障乘客出行安全
 提供便捷服务

 提升地铁运力
 提供优惠票价
 加强安全管理
 优化出行体验

同行及行业组织
 促进行业进步
 共享行业经验
 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推进科技创新与应用
 参与行业标准编制
 打造开放合作平台

员工

 保障员工权益
 促进员工成长和发展
 员工激励与薪酬福利
 关爱员工生活

 推进民主管理
 畅通职业发展通道
 市场化薪酬激励
 关爱员工身心健康

环境
 环境保护
 节能减排

 加强绿色管理
 开展绿色公益活动

合作伙伴
 诚信合作
 共赢发展

 打造开放的平台
 打造责任供应链

社区
 传播社会正能量
 加强社区共建
 热衷公益慈善

 开展公益宣传
 开展志愿服务
 人才安居房建设
 接续乡村振兴

维度 关键绩效指标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单位

行业绩效

全年客运量 17.77 14.6 19.90 亿人次

全年完成投资 438 573.3 730.4 亿元

深圳地铁客运量占公共交通
客运总量比例

44.11 48.6 55.17 %

运营地铁总里程 283 380 388.8 公里

列车正点率 99.96 99.97 99.98 %

运行图兑现率 99.99 99.98 99.99 %

安全运营里程 2.71 3.17 3.96 亿车公里

累计安全运营天数 5482 5847 6212 天

列车服务可靠度 531.79 814 1586 万车公里 / 件

乘客满意度 88.52 88.86 89.45 分

研发费用 4522.93 4774 9122 万元

经济绩效

总资产 4227.90 4924.58 5935.07 亿元

净资产 2738.48 2972.24 3051.63 亿元

营业收入 209.90 208.28 163.97 亿元

资产负债率 35.23 39.64 48.58 %

环境绩效

每公里运营能耗 409.89 354.21 410.78 万千瓦时 / 公里

每公里
温室气体排放量

0.3977 0.3394 0.40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 公里

列车百公里牵引能耗 212 209 209 千瓦时 / 百车公里

社会绩效

集团员工总数 23889 28125 25045 人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中
女性占比

15.8 13 16.6 %

员工人均培训时间 79.31 61.82 31.41 ③ 小时

全年提供票价优惠 3.03 2.32 3.48 亿元

地铁义工人数 22975 26220 32286 人

志愿服务时间 100.2 55.5 82.17 万小时

关于本报告指标索引数说责任责任管理未来可期

责任沟通

③ 为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2021 年部分培训项目需延至 2022 年开展，员工人均培训时长较 2020 年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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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索引 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是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第七份社会责任报告。报告面向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所有利益相关方，披
露集团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理念、行动和成效。期待您通过本报告更多地了解我们，并向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本报告
提供中英双语版本，英文内容如有出入，请以中文内容为准。

报告章节 GRI Standards 对标 SDGs

我们的问候 102-14/102-15

关于我们 102-1/102-2/102-3/102-5/102-6/102-7/102-8/102-18

责任专题 203-2

轨道交通，服务城市新发展

织密城市交通路网 203-1/203-2

提升安全韧性水平 103-2/416-1/417-1

优化出行服务品质 102-2/416-1/417-1

创新驱动行业发展 103-2/203-2/417-1

多元布局，激发经营新潜能

保障稳健经营 102-17/103-1/201-1/203-1/103-2/205-1/205-2

深化业态融合 103-1/203-1/ 103-1/203-2/103-1/203-1

生态赋能，引领文明新风尚

绿色低碳管理 103-2

绿色低碳线网 102-11/302-1/302-3/302-4/302-5/304-1/305-1

绿色低碳生活 302-5

以梦为马，焕发员工新活力

保障员工权益 102-8/102-41/103-1/401-1/401-2/403-4/405-1/406-1

赋能员工成长 102-36/103-1/404-1/404-2/403-3

关爱员工生活 103-1/401-2

热心公益，谱写责任新篇章

衔接乡村振兴 203-1/203-2

滋养人文底蕴 203-1

真情奉献社会 203-1/203-2

未来可期

责任管理 102-40/102-42/102-43/102-44/102-46/102-47

数说责任 102-55

指标索引 102-55

关于本报告 102-45/102-48/102-50/102-51/102-52/102-53

意见反馈表 102-53

时间范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部分内容往前
后年度适度延伸。 

报告范围

以“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为主体，包括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公司。

编制依据

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GRI 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
（GRI Standards）；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
意见》（国资发研究〔2016〕105 号）；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GB/
T 36001-2015）。

数据来源

报告中所使用数据均来自集团正式文件、统计报告或有
关公开资料。

可靠性保证

集团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称谓说明

为了便于表述和阅读，本报告中“深圳市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也以“深铁集团”“集团”或“我们”表示；

“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深铁投”表示；
“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深铁建设”表示；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深铁运营”表示；
“深圳地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深铁置业”表示；
“深圳市建材交易集团有限公司”以“深建材”表示；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深铁设计”
表示；“深圳地铁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深铁
国际”表示；“深圳市地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深
铁商业”表示；“深圳地铁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以“深铁物业”表示；“深圳平南铁路有限公司”以“平
南铁路”表示。

报告获取

本报告提供电子版和纸质版，您可以登录深铁集团网站
下载电子版报告，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获取纸质版报告。

关于本报告指标索引数说责任责任管理未来可期

电话：（0755）82769661
传真：（0755）23992555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1016 号地铁大厦 30 楼
邮编：518026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

扫一扫，
反馈对报告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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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English

Developing Rail Transit Faster and Raising 
Operational Level Higher

Leverag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Boost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Building Green Eco-environment to 
Realize Low-carbon Growth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mproving Travel Experience with Efforts 
and Building Employee Family with Bonds

Fostering Civilized Urban Atmosphere and 
Sharing Warmth through Public Service 
Activities

Message from Us
We are grateful for your concern & support for Shenzhen Metro Group Co., Ltd.  The year 2021 marked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historic intersection of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It also witnessed the start 
of Shenzhen Metro's Planning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2021-2025) and a post-reform high-quality growth of the 
Group.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Shenzhe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enzhen Municipal in the new 
era, we have been committed to "The Way Metros Should Be" to strive for new progress in the new stage. Driven by the strong 
political power from the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celebration of the CPC's centenary, we have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rail transit industry with new responsibilities and actions, making a fresh start at this crucial juncture, which underlies greater 
achiev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and Shenzhen's transition into a pilot 
demonstration area.

While putting full efforts in building GBA and Shenzhen 
megalopolis, we have also promoted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railways, intercity railways and urban rail transit. With 
5 new high-speed & intercity railways in full construction and 17 
metro lines, 5 comprehensive transport hubs, 84 km synthesis 
pipe galleries and municipal engineering projects in steady 
construction, the under-construction mileage of overall national, 
intercity railways and urban rail transits has reached 567 km. In 
addition, the first fully automatic metro line, Shenzhen Metro 
Line 20, and Ganzhou-Shenzhen High-speed Railway have 
started operation. Putting our passengers first, we deliver on 
our eight service commitments. Specifically, we improved the 
transport capacity of the entire metro network for 19 times and 
achieved 396 million vehicle kilometers of safe operation of 
metro lines under our jurisdiction, with 1.99 billion passengers 
transported and 5.4525 million of daily average passenger 
volume in 2021, ensuring safe and smooth travels for our 
passengers. Our Shenzhen Metro Network Transport Capacity 
Improvement Project won the award of TopTen Practical Things 
for the People in Shenzhen public transport industry.

We believe in the tech-enabled development, and have started 
all-round digital applications. A fully automatic center for 
engineering experiments is built and opened and a variety of 
new platform application systems are introduced. Moreover, 
we won a number of awards. Our Construction Digitalization 

To pursue green development, we continue to promote eco-
friendly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e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n 
all respects. We invested special funds of nearly RMB 391 million 
in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 energy consumption, spoil, land 
use, dust and noise, and increasing forest conservation, and 
water preservation. Through these efforts, we have dedicated 
our strength to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 (30·60 
Decarbonization Goal). We have reduced 41,000 tons of carbon 
emission in 2021, which owes much to projects in steady 
process, including 7 prefabricated stations in full construction, 
the intelligent environment control system adopted in Shenzhen 

In an active effort to link rural vitalization with the work of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e have 
formed a support team dispatched to the West Lu Zhen, Shant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to help blaze a new path toward 
rural vitalization. Our efforts involved helping rural products 
flow to the market,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RMB 9.14 million 
on purchase assistance. In addition, we continuously innovate 
the presentation of metro public culture through diversified 
activities. We held the collection activity for cultural and artistic 

With such service motto as "Service through Dedication", we 
strive to improve the livelihood and happiness index. We have 
realized full coverage of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s 
(AEDs) at the halls and platforms of all the stations, keep 
improving travel experience and piloting smart and green 
public toilets, mobile mother-and-baby rooms and music radio 
stations. Combined airline-metro baggage transport and inter-
connectivity of QR codes between Shenzhen and Guangzhou 
metros have been introduced. Upholding the people-oriented 
principle, we fully respect and protect employees'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Shenzhen Metro Cloud College is available 
online, and all employees can acquire pattern- and content-
rich e-learning, with 400,300 training hours in total for employee 
growth. To provide care for our employees, we distributed RMB 
3.41 million allowances in 2021, make them part of the employee 
family of Shenzhen Metro.

Management Center  won the title of Shenzhen Quality Model. 
The BIM-based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Platform in the 
Whole Lifecycle of Urban Rail Transit in Shenzhen and the 
Dynamic Access Control for Bus Lanes on Urban Corridors 
Based on Data Mining stood out from the APEC Innovation in 
Public Transportation Competition as the 1st and the 2nd place 
winner. In terms of our new projects, the first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building, "Inter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Center", settled in Zhi Ye Edifice. We have also added 6 new 
property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opened 2 Shenzhen Metro 
hotels this year, seeing record highs of new projects, construction 
area and sales volume. Furthermore, the "Rail transit + TOD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model empowers the city with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public spirit of urban rail transit and the business attribute of 
urban rail enterprises.

Metro Line 12, 13, 14, 16, Phase I & II green lightening renovation, 
transactions in electricity market and the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of the elevated metro stations along 
Shenzhen Metro Line 6. Furthermore, we have promoted the 
reduction, recycling, and harmless treatment of shield spoil. The 
Hyper-scale Low-carbon Recycling of Shield Tunnel Spoil project 
won the annual "Beyond Engineering Award" of the International 
Tunne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Association (ITA), marking 
our first time to win the top prize of this international award.

creations based on Shenzhen Metro's "Sunshine +" philosophy, 
"Smile on your face"charitable theme exhibition and "Children 
Standing with the Party" Children's Painting Exhibition from 
Shenzhen, Hong Kong and Macao. We have also carried out 
consecutive rounds of "A Happy Red Umbrella" and metro 
reading seasons. Besides, we have explored an integrated model 
of "Shenzhen Metro Volunteers+Community Volunteers", with 
the total volunteer service hours of 821,700 hours in 2021. Our 
Shenzhen Metro Volunteer Association won the honorary titles of 
the Best Volunteer Service Organization in China, National Youth 
Civilization Unit, etc. We will continue to assume and practise our 
responsibilities as an advocate and builder of urban civilization.

We are her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every Shenzhen Metro 
employee and every partner who have been surmounting 
obstacles, growing up hand-in-hand and dedicating all their 
strengths to the course of building a great nation of transport 
and developing Shenzhen into a model city. The year 2021 
witnessed our firm steps and assiduous work. In the year to 
come, let us determinedly follow the leadership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at its core. Keeping pace of the times, 
we will follow the correct direction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GBA and Shenzhen's transition into a pilot demonstration are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will assume our 
responsibility for pilot demonstration, meet cities' demands 
and strive for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through improving 
the supply capacity,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rail transit 
infrastructure, thus setting the stage for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with brilliant achievements.

Xin Jie
Party Secretary and Chairman 

Shenzhen Metro Group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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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Shenzhen Metro CSR Feature
Established on July 31, 1998, Shenzhen Metro Group Co., Ltd. ("Shenzhen Metro", or "the Group" ) is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of a sole 
proprietorship directly under the State 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enzhen Municipal. Shenzhen Metro has built a three-in-one industrial landscape integrating national railways, intercity railways and 
urban rail transit, and formed a four-in-one core value chain integrating rail construction, rail operation, station city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striving to build an open, innovative and win-win "Rail Transit+" ecosystem. The Group fully implements the 
philosophy of "Being a Pacesetter" and aims to build itself into a modern world-class rail traffic system. For this purpose, we have been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the building of city cluster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sp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a more integrated and sound rail transit system. Besides, we strive to ensure a safe, orderly, technology enabled and beautiful 
metro, to build us into a rail transit company with first-class facilities, technologies, management, service and benefi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2021, at the historical intersection of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ith everlasting glamour, 
celebrated its 100th anniversary. Over the past one year, we have upheld and strengthened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herited 
the red genes of the Party and gathered strong power from all employees to keep following the Party on a new journey toward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2021，We implemented the "First Topic" learning system 
and learned the online platform of xuexi.cn. and we launched 
inspections of the ten mechanisms and ideological inspections 
to ensure that the "Two Upholds" (uphold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core position o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in 
the Party as a whole, and upholding the Central Committee’s 
authority and its centralized, unified leadership.) were put into 
practice. Also, we stepped up efforts to build basic systems, 
consolidate basic organizations and train a contingent of Party 
members, and guided ten directly managed units to complete 
the "two committees" (Party Committee and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to change the term of office and add 
members.

For example, we held a mobilization conference for the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in the Group, organized the training on Party 
consciousness for 122 leading officials and more than 200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n the Party'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for 
Party members, and held an online concert themed “Cordial 
Love for CPC” to celebrate the CPC’s centenary. We organized 
activities on "Travel by Shenzhen Metro" and "Addressing 
Passengers’ Needs with Concrete Actions" to integrate the 
principle of “Serving the Public with Concrete Actions”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The Party lecture, Creating a New "Party Building +" Model to 
Activate the Engin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as selected 
as one of 100 Excellent Micro Party Lectures by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20 advanced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selected and awarded

More than 200 items in the list of " Concrete Actions for People's 
Livelihood" and 7 items in the list of key livelihood projects themed 
"Serving the People with Concrete Actions" developed to promote the 
100% implementation of livelihood projects

51 meetings of the Party 
Committee held

with 567 topics 
reviewed 

and 560 issues 
supervised

51 "First Topic" learning 
organized

51 

51 15

567 560

20

200+

15 study sessions of the 
theoretical study grou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held

Shenzhen Metro's Party Committee was honored 
as Shenzhen Advanced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in 2021

Core philosophy

We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Party building 
through strengthening our foundation and 
spirits

We drew strength for progress from our 
celebration of the centenary of the CPC

The Way Metros 
Should Be.

Metro Running, City 
Going.

First Class Team, First 
Class Metro.

Passenger-focused, 
Value-oriented, 
Rule-governed and 
Endeavour-directed.

Core 
Company 

Values

Company 
Vision

Company 
Spirit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ary heritage for a new journey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140 14
140 new Party members and 14 political engineers 

declared

100 outstanding Party 
members

20 outstanding Party 
workers 

1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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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Tech-enabled Shenzhen Metro to inject new energy into 
the urban artery

Never slackening the COVID-19 fight to protect passengers' 
health

Integrat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to construction we strive to enable  mor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metro. In 2021, the Line 20 Phase I 
was put into operation, marking that Shenzhen Metro has entered the era of fully automatic operation. Our smart construction, smar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mart station, smart security and other applications were als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thus injecting 
smart energy into the urban artery.

In 2021, Shenzhen Metro was confronted with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COVID-19 response due to the continuous spread of the pandemic, 
increasing risks of imported cases, and the sporadic outbreaks of scattered infections and regional outbreaks. In such circumstances, 
we worked tirelessly to improve the regular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took resolute and powerful measures to fight the pandemic with 
consistent tenacity and persistence, so as to achieve "zero cases of infection, suspicion, and spread", and ensure the healthy travel of 
passengers.

We held 11 meetings such as the meeting of Shenzhen 
Metro COVID-19 Response Task Force were held, 
submitted five issues of "The Progress of 'Three Lists' 
for the COVID-19 Response" to the Office of Shenzhen 
Headquarter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neumonia 
Epidemic Caused by Novel Coronavirus, and conducted 
200 special inspections on stations, construction sites 
and other places. Meanwhile, a dynamic reminder 
mechanism of daily updates on confirmed cases and 
risk areas in China was established, and 57 issues of 
"Shenzhen Metro's Briefing on Pandemic Control" 
were published. We also conducted round-the-clock 
screening for those returning to Shenzhen, and strictly 
implemented the regulations on home isolation,  
COVID-19 tests and health monitoring for those involved 
in the pandemic.

We promoted the full lifecycle BIM application covering planning, 
survey,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to strengthe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BIM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assembly 
technologies were adopted for the main station of Phase IV 
Adjustment Project to improve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the direct 
expansion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with evaporative cooling was 
used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Shenzhen World South Station of 
the Line 20 Phase I Project; the first network-level Construction 
Digitalization Management Center for multi-rail-line network 
operations in China was honored as 2021 Shenzhen Quality 
Model.

We also built an emergency command system and an 
"emergency network", which allow rapid response, all-round 
monitoring, collaboration and efficient disposal in case of 
emergencies, thu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emergency response,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Group's 
future security network.

The project of "one screen for one enterprise" was officially 
put into operation, realizing the overview with one screen, 
information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process 
intensification and automatic data calculation; the Digital 
Metro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supporting the data analysis and 
presentation of business systems such as one screen for one 
enterprise, situation presentation, decision analysis, emergency 
command, CDMC and BIM.

The smart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equipped with a smart 
ticketing system, smart customer service system and biometric 
system can provide passengers with accurate consulting services 
in the whole process, such as metro and travel information query. 
The smart voice ticketing system only requires passengers’ 
voice and ticketing payment to quickly complete the process, 
thus making ticketing more convenient. Smart services such 
as "travel by scanning QR code", gate entry through "face 
recognition" and ride guidance of "smart display of congestion" 
were put into operation to improve passengers' travel efficiency 
and comfort

Smart construction Emergency network

We strengthened management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regular pandemic control

The Digital Metro

Smart station

The Digital Metro Project of Shenzhen Metro 
was honored as "2020-2021 Excellent Case 
of Best IT-based Practice in China's Urban 
Rail Transit Industry".

Smart Operation Center of Shenzhen Metro

By December 31, 2021, the average daily passenger flow of Shenzhen 

Metro had reached 2.1484 million (excluding Line 4), accounting 

for 63.89% of the total daily average passenger flow.

"Three 100%" management for passenger entry 
was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All places and trains 
should strictly implement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requir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elines on the 
Divis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COVID-19 Prevention 
for Passenger Terminals and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ensuring that all those in need are tested" 
in COVID-19 tests, we tested more than 450,000 
passengers; we also ensure that all those in need are 
vaccinated", with a 100% vaccination rate for the second 
dose COVID-19 vaccine, and 89,000 people have gotten 
three doses of COVID vaccine, except for those who 
cannot be vaccinated due to medical contraindications. 
All partner construction units reserved a total of more 
than 2 million masks and 38,500 kg of disinfectant, 
which could meet the usage demands of more than 30 
days.

We built a line of defense for regular pandemic 
prevention with consistent pru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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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ing the new urban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with rail transit
Committed to our mission of "Metro Running, City Going", and the function positioning of basic, public and service-oriented urban rail 
transit, we have continuously improved Shenzhen's carrying capacity and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facilitated urban development, 
citizens' happy travels, and industrial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On December 28, 2021, Line 20, Shenzhen's first fully 
automatic metro, was put into operation.

On October 27, 2021, Shenzhen Metro Intercity Railway Operation Co., Ltd.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renamed "Guangdong Shenzhen-
Dongguan-Huizhou Intercity Railway Operation Co., Ltd").

On December 10, 2021, the Ganzhou-Shenzhen High-speed 
Railway was officially put into operation, marking that the goal 
of "high-speed railway for all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 
was achieved.

Building urban traffic network

8.43 km of new lines 
opened in 2021

8.43 km

235.24 km

211 km 16.6 km

340.4 km251.5 km

1,335 km

RMB 56.06 billion

211 km of existing national railways(Guangzhou-Shenzhen Railway, 
Pingnan Railway, Pingyan Railway, Beijing–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High-Speed Route, and Xiamen-Shenzhen Railway)

16.6 km of existing intercity railways (Guangzhou-Dongguan-Shenzhen 
intercity railway)

203.04 km
4 intercity railways with a total mileage of 203.04 km under construction

340.4 km of intercity railways planned

129.38 km
1 national railways with a total mileage of 129.38 km under construction 

251.5 km of national railways planned

388.8 km
11 metro lines with a total mileage of 388.8 km 
and 265 stations  put into operation

RMB 56.06 billion sp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ll national 
railways, intercity railways and urban rail transits in 2021

17 metro lines with a total mileage of 235.24 km 
under construction in 2021

1,335 km of metro lines 
planned

Urban rail transits

 Intercity railways

railways and urban rail transits 
under construction reaches 567 km, 
registering a record high.

National railways

722,500 participants 
of safety training

6,212 days of safe 
operation in total

396 million vehicle 
kilometers of safe operation 
in 2021

15.86 million  vehicle kilometers/delay in 
terms of operational service reliability

9 passengers successfully 
rescued with the aid of AED 
equipment in 2021

370,000 participants54,381 emergency 
drills in 2021

0 death per 10,000 passengers

We follow and integrate the safety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the safety principles of "assuming responsibilities,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making up weaknesses and strengthening emergency response" into all sections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metro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strive to build a  "Safe Shenzhen Metro"  to enhance the safety sense of passengers.

Improving safety resilience

231,469 passengers inspected 
by the employees at all levels 
in 2021

 0 safety accident

Inspiring new business 
potential with multiple 

arrangement

Fostering civilized climate 
with energized ecosystem

Invigorating employees 
with aspiration

Engaging in charity 
for more social 

contribution

A promising 
future

Empowering the new 
urban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with rail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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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focus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passenger travel, we have 
constantly improved the metro operation by mobile payment in 
and out of the station, and humanized services, so as to optimize 
passengers'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the data disclosed by the Community of Metros 
(CoMET) in 2021, among the 43 metro systems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henzhen Metro stood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industry in terms of cost efficiency, employee 
training, train traction energy consumption, operation service 
reliability, service density, and safety and security.

Focusing on the goals and requiremen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ain responsibilities and business of rail transit, we have 
highlighted supporting resources such as build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s and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and 
deepened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puting and other technologies, in 
an effort to enable the upgr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through efficient collaboration and continuous innovation.

Optimizing quality services for 
travel

Driv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with innovation

Inspiring new business potential with 
multiple arrangement
We continue to seize major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such as fully leveraging the driving role of GBA and Shenzhen as a pilot demonstration 
area, empowering Shenzhen with the edge of being both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a pilot demonstration area and piloting Shenzhen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Qianhai Cooperation Zone. Also, we keep improving our operation 
ability and empowering the city with high-efficient and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Engaged in fostering the best partnership with 
leading enterprises in all fields, the Group strives to build a"Rail Plus" ecosystem of openness, innovation, vitality and mutualism and 
promote world-class development of rail transit enterprises.

To meet the economic goals put forward by Shenzhe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we 
have been striving for a stable urban economy through stabilizing production, operation and market and a higher-quality and higher-
efficient development.

Stabilizing operation

 2-minute train interval realized in Line 1, 
reaching the first-class level in China

Shenzhen Metro Network Transport Capacity 
Improvement Project  won the award of 
2021 Top Ten Practical Things for People" in 
Shenzhen public transport industry

Improving the transport 
capacity of the entire metro 
network for 19 times in 2021

19 times 

The highest daily average 
passenger volume of 7.72 
million for the metro lines 
under management in 2021

7.72 million

The passenger volume of 
Shenzhen Metro (11 lines) 
accounts for 55.17% of that 
of public transport 

55.17%

Discounts on fares for 311 
million passengers in 2021

310 million

A total passenger volume 
of 1.99 billion for the metro 
lines under management in 
2021 

1.99 billion 

Daily average passenger 
volume of 5.4525 million 
for the metro lines under 
management

5.4525 million

Passenger satisfaction score 
of 89.45 points, indicating 
that passengers are very 
satisfactory with the metro

89.45points

Free fares for 67.3197 million 
passengers

53.8088 million

RMB 91.22 million invested in 
technology R&D in 2021

91.22 millionRMB
23 new national patent 
authorizations

23

23 enterprise standards issued 
in 2021

23

14 major research projects 
carried out

8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industrial standards prepared 
as a contributor

14 8

114 research projects launched 
by subordinate units

114

Total assets
RMB billion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366.745
391.893
422.790
492.458
593.507

Net assets
RMB billion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19.291
238.851
273.848
297.224
305.163

Asset-liability ratio
%

40.23
39.05
35.23
39.64
48.58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14.206
11.348
20.990
20.828
16.397

Revenue
RMB billion

Inspiring new business 
potential with multiple 

arrangement

Fostering civilized climate 
with energized ecosystem

Invigorating employees 
with aspiration

Engaging in charity 
for more social 

contribution

A promising 
future

Empowering the new 
urban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with rail transit

China Summit of Metro Operators 
is successfully held.

Shenzhen Metro Fully Automatic Operation Test 
Center is completed and put into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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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Construction Materials Trading Group Co., Ltd was 
founded on March, 12, 2021, representing Shenzhen Metro's 
crucial step to explore "Rail Plus" ecosystem and further integrate 
rail transit and urban development.

RMB 91.43 million of business 
revenue

RMB 180 million of 
contract amount

180

3 new projects in 2021

3

RMB 71.63 million of 
business revenue

71.63

24 metro consulting projects
24

RMB 61.65 million of contract 
amount in 2021

61.65

72 projects signed in 
2021

72 

RMB 790 million of 
business revenue

790 millionRMB RMB

RMB

980 person received 
trainings

980
RMB 15.31 million of business 
revenue

15.31 millionmillion RMB RMB RMB million

91.43 millionRMB millionRMB 

RMB 3.547 billion of market trade 
amount 

3.547billion 

RMB 88.759 billion of contract 
amount in 2021

88.759billion 

Business at home & abroad

Trading of building materials

The Glory City of Shenzhen Metro first adopted the "Immediate Construction after Occupying Land" model, and continued this model in 
5 property development projects including Chiwan parking lot and Dayun hub. We thus empowered the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showcased "Shenzhen Speed".

Station-city integration

Based on our rail transit business and key self-development capacity, we manage to vitalize the station-city integration, resource 
operation sector and the resources of rail ecosystem. We keep feeding back the rail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to demonstrate a long-
term sustainable mechanism to national rail transit industry.

Promot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RMB 1.035 billion of business 
revenue

millionRMB 1.035
3 hotels operated and 843 
rooms owned

rooms843
640,000 m2 of business operation 
and commercial space

m2 640,000

Resource operation

The Crowne Plaza hotel of Shenzhen Metro won the titles of the Most Popular Hotel in China in 2020 on the Hotel 
Fashion List, a Must-go Hotel in Shenzhen on the 8th Edition of Shenzhen Catering Billboard and the Best Business 
Hotel of the 21st China Golden Horse Award.

Engineering consulting Education & training

RMB 5.42 billion of 
annual investment

billionRMB

RMB

5.42

About 12.6 million m2 of 
development scale

million m212.6

2.46 million m2 of new 
construction area

million m22.46

6 new development 
projects

6

6.91 million m2 of under-
construction area

million m26.91

17 projects under construction
17

RMB 26.8 billion of gross 
sales

billion 26.8

21 property development 
projects above metro depots and 
stations

21

Property service

87.4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score assessed by the third-
party

87.4

575 new projects in 
2021

575

23 cities covered
23

Ranking No.27 among the 
property service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terms of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27

RMB 852 million of business 
revenue

14.2926 million m2 of property 
management area

14.2926 million m2

rd

RMB 988 million of 
business revenue

988 millionRMB

RMB 1.401 billion of contract 
amount in 2021

RMB 1.401 billion 

Municipal design

6 cities covered

6

Inspiring new business 
potential with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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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tering civilized climate with energized 
ecosystem
Committed to energy-saving,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we continue to bui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mprove green and 
low-carbon management to provide greener and lower-carbon travels and living space for citizens, injecting Shenzhen Metro's energy 
into China's "30·60 Decarbonization Goal".

We manage our work of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t a strategic level. Accordingly, we have formed a 
leading team and an executive branch to build this conservation culture and formulated the Assessment 
Plan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in 2021. We have also integrated and coordinated eco-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with our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 research working group on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has been set up to develop energy-saving measures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formulate feasible methods and detailed action plans towards "30·60 Decarbonization Goal", and 
improve green, low-carbon management.

Green and low-carbon management

Green & low-carbon network

All newly-constructed metro lines will be 
considered to adopt the track return system to 
reduce the effect of stray current on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We will promote line-level 
resource sharing and build green, high-efficient 
metro network.

Green planning

Committed to green development and insisted 
on green standards, we endeavor to build a 
gree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system,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co-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minimize the construction effect on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rough optimizing 
construction methods, improving processes and 
innovating technologies.

Green construction

We have integrated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energ y saving and 
consumption reduction objectives into our 
initial project design. Our projects use advanced 
comprehensive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and 
green decoration materials. The scale and shape 
of buildings are controlled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infrastructure.

Green design

We promote energy saving and consumption 
reduction of metro operation via delicacy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so, we keep monitoring the environment 
around the whole-line stations, carriages, 
depots and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reas 
along metro lines during the operation time. It 
aims to provide green, low-carbon travels for 
passengers.

Green operation

We are committed to creating green and low-carbon life with all parties through constructing green buildings, promoting garbage sorting, 
leveraging the edge of metro publicity platforms and popularizing green and low-carbon travel idea.

The Crowne Plaza hotel passed the 
assessment of China Green Hotel 
(Level V), the highest rank of Green 
Hotel.

The Metro Fintech Center 
won the Certificate of 
Green Building Label.

Green Travel and Low-carbon Life won 
the title of Top 10 China Metro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 in 2021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Metros.

Green & low-carbon life

784,000 tons of carbon 
inclusion emission reduction 
through low-carbon public 
travel provided

784,000 tons 

15.9713 TWh of total 
operational energy 
consumption

15.9713 TWh

RMB 391 million of special 
fund invested in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391 millionRMB

4.03 kWh of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vehicle kilometer

4.03 kWh

Invigorating employees with aspiration
In line with the people-oriented principle, we recruit and manage talents with an inclusive and open attitude, and systematical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reform of the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human resources. We empower employees with a multi-tier talent 
training system, so that employees' sense of gain, happiness and belonging can be enhanced to serve as a powerful momentum for the 
high-quality corporate development.

In compli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we keep an open, equal and fair recruitment, 
improve the compensation and benefit system, and ensure 
democratic employee participation, fully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employees with a broader platform and 
space for career development, we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mployee training system, and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of employees via trainings on Party consciousness, leadership, 
management, course development, and Shenzhen Metro 
Lectures, so as to back up the building of a world-class enterprise 
with outstanding talents.

Tracking employe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we strive to enhance employees' cohesion and well-
being by providing diversified care services and rich amateur 
recreation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Protecting employee rights Enabling employee development

Caring for employee life

Employee Basketball Game

RMB 3.41 million of care 
funds issued

3.41 millionRMB 

About 
Health check for about 25,000 
employees

25,000employees participant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s 
for 20,000 employees

20,000 employees

98 labor union activities 
with 20,000 + participants

20,000+

RMB 4.53 million invested 
in employee training

4.53 millionRMB

All employees received 
400,300 hours of training

400,300 hours

The training covered 100% 
of our employees

%100

Every employee received 
31.41 hours of training on 
average

31.41 hours

Total number of 
employees

25045
New recruits
424

Proportion of female 
employees in middle-level 
and senior management

%16.6
Staff turnover rate

%4.4

Labor contracts signing 
rate

%100 %100
Employee labor union 
membership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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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ing in charity for more social 
contribution
In response to China's policy of rural vitalization, we assume our responsibilities in social welfare t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projec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our advantag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e, and carry out volunteering 
activities, striving to meet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We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the national decisions and arrangements on rural vitalization and ramp up efforts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build a road to rural vitalization through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Supporting rural vitalization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public space where people can grow with Shenzhen, and art can coexist with culture, we continuously display 
metro public culture with new forms, and carry out rich and diverse publicity activities, which will help foster humanistic connotations, 
and make the urban civilization more splendid.

We make solid pro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projects. A variety of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are organized to make 
Shenzhen a "Volunteer City", and promote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rail transit volunteer services.

Fostering humanistic connotations

Giving back to society with sincerity

COCOPARK Exhibition Jimi Art Station Hall at Civic Center Station

32,286
32,286 Shenzhen 
Metro volunteers

6 years 5128,000 hours
The total annual service duration 
ranked first among the municipal 
volunteer service organizations for 
six consecutive years

A total of 5128,000 hours of 
volunteer services provided

821,700 hours
More than 821,700 hours of 
volunteer services provided 
in 2021

"Destination Art Museum" Art Tour

A promising future

The year 2022 is pivotal for our new journey toward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It also represents a Brand Building Year of Shenzhen Metro and a crucial year for the Group to implement the 
planning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is year, we will further implemen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talks on 
Guangdong, Shenzhen and key instruction spirits and seize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including the driving role of Shenzhen 
and GBA, Shenzhen's edge of being both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the demonstration of Shenzhen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Qianhai Cooperation Zone. We will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GBA and 
Shenzhen megalopolis, thus greeting for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with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4
4 rural officials stationed in 
the town for supporting rural 
vitalization

63
63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completed with the point-
to-point assistance to Xiaoshui Village, Chuantang Town, 
Dongyuan County, Heyuan City

9.14 millionRMB 
RMB 9.14 million spent in purchasing 
products from targeted assistanc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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