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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充电站合伙人商业计划书

一、企业介绍

安徽珞珈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珞珈能源）成立于 2019 年 4 月，

立足于战略性新兴能源产业，旨在通过武大在新能源和智慧交通运载领域的先进

科研成果转化，利用先进的商业模式，推动全国交通运载领域的“碳达峰、碳中

和”及数字交通、智能管理的早日实现，并结合明瑞智能公司的优势，为企业和

政府提供一揽子数字化绿色交通解决方案。公司由武汉大学参股企业武汉珞珈同

创技术有限公司、滁州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安徽明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设立的实体公司；采取研究院、研究院实体公司和项目公司三位一体的三

级合作模式。公司致力于打造以“智能充电网”为核心的全产业链，重点建设以

新能源汽车充电为依托的商业生态服务平台。珞珈能源采用互联网思维，依靠国

际领先的汽车群智能充电技术和系统，创新电动车充电商业模式，致力于建设并

运营全国最大的汽车充电网。在新一轮以充电桩为代表的新基建投资大潮中，我

司运营的分布式充电站、液冷千伏超级充电站，具有幅度广、密度高、规模大等

运优势，能够有效解决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问题，因此将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运营

平台的核心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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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团队

刘明虎：公司总经理；安徽明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安徽省滁州

市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滁州市委会委员、民进安徽企联会副会长；南京大

学 EMBA；中国电源学会高级会员；荣获全国“科学进步奖”、省科技进步奖等荣

誉；多项发明专利。

王军华：武大滁州研究院院长，武汉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学院电力电子系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论电工专委会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理论电工专委会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无线输电专委会委员；中国电源学会无

线电能传输技术与装置专委会委员；武汉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国际电磁场计算

学会(ICS)会员。

蔡昌松：武汉大学（滁州）智慧能源研究院院长助理，博士、博士后；电力

专家；参与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等多个项目。发表 SCI 源期刊论文近 10 篇，授权

或申请国家专利 40 余项，武汉大学“十大学术之星”。

刘红雨：博士、环境科学专家；国家电网科技项目，电场诱导多层次结构构

建，粘土矿的夹心状多孔纳米纤维复合膜及其增强吸附重金属性能；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纳米改性变压器油传热特性仿真研究。曾任职河南科

学院化学研究所，曾任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

刘启胜：副教授；电力专家；参与国家级和其它科研项目 4项；在核心专业

期刊及国际会议发表论文 60 余篇，国际三大检索论文 28 篇；近 5年主持科研项

目 8项；获得广东电网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IEEE（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

协会）会员；CIGRE（国际大电网会议）会员。

汪超：副教授；能源研究专家；承担和参与完成中国自然科学基金、香港研

究资助局、创新及科技基金，广东省科技发展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中国航天科技创新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发表学术

论文三十余篇，其中 SCI 二区以上二十篇，学术专著章节二篇，国际学术会议特

邀报告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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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机会

截止 2021 年 6 月底中国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在 603 万辆，燃油车的保有量

在 2.92 亿辆，禁止销售传统燃料汽车是实现碳中和的第一要务，未来，燃油车

将被全面替换。而目前全球新能源发展进入加速度，推进主流汽车制造商的车型

阵容全面替换。各种造车新势力涌入新能源造车行业，造车新势力：小鹏、蔚来、

理想、威马、FF91、苹果、小米，前不久雷布斯宣布最后一次创业，All In 新

能源汽车， 10 年投入 100 亿美元。

在政策驱动下，未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大幅度增长，但距离车桩协调

发展仍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加上政府政策的高度扶持，新能源汽车将带动充电桩

行业迎来产业风口。

超大直流快充是充电桩的发展必然；目前我国电池技术持续提升，新基建下

政策给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重点关注；电动化技术的持续发展将

为产业链带来盈利机遇。

影响电动汽车的主要因素在充电桩配套设施不完善。2020 年 11 月 2 日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对中国新能源汽车

市场做全方位规划。国家要求：新能源汽车与充电桩车桩比必须达到 1: 1，专

家预测，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数量将要达到 2000 万台以上，而目前公共充电

桩数量仅仅不到 100 万根，届时中国公共充电桩缺口将达 1900 万根，未来五

年，充电桩面临巨大缺口。

新基建背景下，充电桩的角色将由传统配套设施的有无转向智能多元的有序

充电和互联互通，通过技术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政策增强充电桩建设与运营匹

配，鼓励资本入场多样性，使充电桩成为新能源市场中创造长期价值的推动力量。

四、运营模式

 完善的托管模式

项目采用全托管模式，类似肯德基、麦当劳、海澜之家的运营模式，这种模

式能够有效帮助想要投身充电桩行业的社会各界人士，少走弯路，共创绿色清洁

大家园。

1）市场调研全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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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咨询全托管

3）场地建设全托管

4）运营维护全托管

 科学的合作期限

1）合作时长：五年期

2）合作到期：优先续签

五、合作方式

1.合作方投资项目资金与珞珈能源签订《珞珈能源充电站建设施工总承包

合同》明确合作方拥有充电站独立产权。

2.同时签订 5 年期《珞珈能源充电站合伙人委托运营运维合同》（含期止续

约和项目保底回购退出核心条款）明确双方责任。

详细内容见合同文本正文。

六、企业优势

 先进的充电桩产品

珞珈能源充电站采用的是 120KW 直流充电桩，能够有效的解决新能源车主

充电慢的需求，支持均充、轮充、智能充、柔性群充等多种充电模式。充电桩可

以进行充电模块增加，最高可达到 360KW，为未来电动汽车的发展留有充足的空

间。

充电桩由国内知名充电桩生产企业明瑞智能生产，具有过压、欠压、过流、

漏电、短路、浪涌、急停等全方位的保护功能，保证充电过程中人车桩的安全。

充电桩外观美观、简洁大方。

 无忧参与的运营模式

珞珈能源的运营模式采用的是全托管模式。市场调研全托管，设计咨询全托

管，场地建设全托管，运营维护全托管。在这种全托管模式下，让专业的人干专

业的事，让平台运营规范化、透明化，让社会投资者省时省心省力，无忧参于；

统一化管理、专业化协作、规模化运营，快速增强品牌效应强，让品牌价值更高，

便于打造超级品牌，形成规模化效应，提高补贴议价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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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小时专业运维团队服务

珞珈能源充电桩运用先进的物联网自运维技术，及线下售后团队实现 24 小

时售后服务。物联网技术是指充电桩内置多个感应检测元件，实时监测运营使用

情况，充电桩上的每一个部件出现任何问题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反馈到后台，后台

在第一时间把该信息反馈到负责该地区运维人员进行实时化维修。

 优化选址，从源头上保障充电收益的最大化

珞珈能源与武汉大学滁州智慧能源研究院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设计了

对充电站的最优投放算法和模型，并通过和物流车（货拉拉）、网约车平台、出

租车公司、公交公司进行合作实现充电量最大化，通过与字节跳动旗下平台以及

新能源汽车链的合作，进行精准导流实现附加值最大化，深度提升充电桩的综合

利益。

我们今年要建 200 个站，5 千根桩。桩和站的建设的选择建站的标准：先

有车亟需桩再建站，公交场站、物流场站、网约车集散地停车场。选择都是最优

最好的场站，建完站交付立刻就有收益，场站原有的新能源车辆就可以保证我们

的可观收益，而不是建好站再做引流。

 把握“新基建”时代脉搏，风口取利

2020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基建范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

基建），主要包括 5G 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

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涉及诸多产业链，

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前提，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

展需要，提供数 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新基建

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代表的是国家能源的一次战略升

级，也是目前社会化资本唯一可以参与的。

珞珈能源作为一家充电桩运营服务平台，通过自有资金、央企投资、资本市

场、社会资本，对充电桩进行规模化投放，在风口期迅速扩大市场规模。

 创新的商业模式+专业运营团队

我们在充电桩行业全国首创了珞珈能源商业模式，即：“S2B2C+产融加速+

产业互联+产业并购”模式，整合了前端供应链的大 S 系统 平台，赋能给同行

业很多的 B 端，一起更好的服务海量用户 C 端。S 是产业平台，B 是中间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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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是终端用户。

珞珈能源汇集全国顶尖的售后服务团队、政府关系团队、资本运作团队、市

场运营团队、顶层设计顾问团队，最大程度上保障项目安全运营、稳定收益。

 3A 认证，企业信用担保

珞珈能源已通过信用评级 3A 认证。信用评级也称资信评级，是由合法的独

立国家的专门从事信用评级的社会中介机构、运用科学缜 密的指标体系、定量

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企业、债券发行者、金融机构等市场参与主

体的信用记录、企业素质、经营水平、外部环境、财务状况、发展前景以及有可

能经常出现的各种风险等展 开客观、科学、公正的分析研究之后，就其信用能

力所做的综合评价。

 五大收入来源，全方位保障收益

1）充电收入（充电服务费、政府建设补贴、运营补贴）；

2）广告传媒收入（充电站广告）；

3）光伏发电收入（光储一体充电站）；

4）金融收入（保底回购方案）；

5）场站增值服务（场站商业配套）。

投资一座充电站拥有一座“加油站”

珞珈能源充电站期待着与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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