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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出具的《关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20012 号）（以下简

称“意见落实函”）已收悉。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

代”、“公司”或“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对

意见落实函所涉及的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核查和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所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中一致。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含义如下： 

 

黑体（加粗） 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宋体 意见落实函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修订、补充 

本回复报告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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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 

依据问询回复，自本次发行方案发布以来，公司公告了宜春生产基地、宜昌生

产基地、贵州贵安新区生产基地、厦门生产基地等新增项目投资计划，合计投资额

不超过605亿元，产能规划、进度安排等具体实施方案尚在制定和完善。 

请发行人结合现有产能、自有资金在建及拟建产能、本次募投项目产能扩张情

况、市场需求变化情况等，充分说明发行人产能消化风险。 

请发行人将上述事项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在行业快速发展背景下，发行人新增产能具有合理性 

随着全球新能源车及储能行业快速发展，未来几年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出货量将

迈入“TWh”时代。公司坚持“以可再生能源和储能为核心的固定式化石能源替代、以

动力电池为核心的移动式化石能源替代、以电动化+智能化为核心的应用场景”的三大

战略发展方向，自 2017 年以来动力电池出货量连续四年排名全球第一。公司凭借在

产品技术、客户资源、人才聚集以及规模效应等方面的优势，为抓住行业发展机遇，

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需相应新增产能建设。 

（一）公司产能需求测算 

以下测算中的假设仅为测算产能缺口之用，相关假设及测算结果不构成盈利预测

或业绩承诺。 

1、市场空间情况 

近年来，为实现向清洁能源加速转型，中国、欧盟、美国等主要国家均设定了未

来新能源车市场占有率的目标。中国计划到 2030 年当年新增新能源、清洁能源动力

的交通工具比例达到 40%左右；欧盟委员会提出“Fit for 55”气候方案，拟从 2035 年

起逐步淘汰内燃机汽车；美国新一届政府设定了 2030 年零排放车销量占新车总销量

50%的目标。 

从近期实际情况看，各国新能源车的市场渗透率不断增长。2021 年中国新能源

车渗透率达 13.40%，2021 年 12 月新能源车单月渗透率达 19.06%；欧洲汽车电动化

进程不断提速，欧洲主要国家 2021 年新能源车渗透率约 20%；美国新能源车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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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快速提升。 

在新能源市场超预期发展的背景下，有关研究机构纷纷上调相关行业预测数据。

根据公开信息，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简称“乘联会”）于 2022 年初表示，将

2022 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目标由 480 万辆调整到 550 万辆以上，新能源汽车总体销

量有望突破 600 万辆，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在 22%左右；GGII 于 2022 年初发布其最新

预测，2025 年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将达到 1,550GWh，由此 2025 年全球动力电池及

储能电池出货量合计将达 1,966GWh。 

2、市场份额情况 

根据 SNE Research 数据，公司 2020 年、2021 年 1-6 月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的市

场份额分别为 25%、30%，2021 年 1-6 月较 2020 年提升约 5 个百分点。 

近年来公司在拓展国内动力电池市场的同时，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并取得一定成

效，境外收入快速增长，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 1-9 月公司境外收入

分别为 104,386.94 万元、200,039.97 万元、790,753.14 万元及 1,415,511.13 万元，

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 1-9 月增长率分别为 91.63%、295.30%及 242.07%，境外

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也由 2018 年的 3.53%提升至 2021 年 1-9 月的 21.21%。公司

凭借产品技术、客户资源、规模效应等多方面优势，未来市场占有率仍有进一步提升

空间。 

公司在进行市场份额测算时，谨慎假设 2025 年公司市场份额为 30%（本假设仅

为测算需要，不代表公司对未来市场占有率的判断）。 

3、产能需求情况 

以 GGII 预计的 2025 年全球动力及储能电池出货量 1,966GWh 为基础，简单假设

公司 2025 年市场份额约 30%，对应 2025 年公司锂离子电池销售量约为 590GWh。考

虑到产线设备检修、工艺调整、产品型号切换、市场需求季节性波动等因素，以及从

生产备货到产品交付的时间差，为实现 2025 年 590GWh 的销售，公司 2025 年之前

产能布局应达到 670GWh 以上。 

（二）公司产能供给情况 

公司 2021 年 1-9 月的锂离子电池产能为 106.41GWh，公司已建成投产的锂离子

电池产线在完成产能爬坡并稳定运行后，设计年产能规模合计将达到 220GWh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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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GWh，按照谨慎性原则，公司锂离子电池产能供给按 240GWh 计算。 

（三）公司产能缺口较大，需要新增产能投资 

根据上述假设，从未来的产能需求和公司现有产能情况来看，公司 2025 年产能

缺口不低于 430GWh。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新增锂离子电池年产能约为 135GWh，符合

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根据前述测算，考虑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后，公司仍存在 295GWh 的产能缺

口，假设按照较为谨慎的 3 亿元/GWh 的投资强度测算，对应的投资规模预计约为

885 亿元。 

自公司发布本次发行方案以来，公司相继公告了宜春生产基地、贵州贵安新区生

产基地、厦门生产基地、宜宾制造基地七至十期项目等电池产能建设项目，上述电池

产能建设项目投资金额合计不超过 525 亿元，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所需，低于上述测算

的产能缺口的预计投资额。此外，公司还公告了宜昌生产基地项目，该项目为配套的

电池材料建设项目，非电池产能建设项目，主要进行废旧电池材料回收、磷酸铁锂及

三元前驱体、磷酸铁锂、钴酸锂及三元正极材料、石墨、磷酸集约化、规模化的生

产，项目投资总金额不超过 320 亿元。公司产能建设规划是在行业发展状况和趋势、

公司市场地位及目标基础上，充分考虑下游客户的需求而作出的中长期规划，在实施

过程中也将根据相关情况变化动态调整实施节奏。 

考虑到公司新增锂离子电池产能建设及实施涉及设计规划、获取生产用地、项目

备案/审批、建设厂房、设备采购及调试等一系列流程，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因此需

进行前瞻性布局，提前进行产能建设储备。 

结合未来市场需求量、公司的市场地位及现有产能等情况，公司新增产能规模具

有合理性。 

二、重大风险提示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之“重大风险提示”补充披露了相关风险，具体如下： 

“一、产能消化风险 

公司目前产能无法满足未来的市场需求。从产能供给看，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建成投产的电池产线在完成产能爬坡并稳定运行后，设计年产能规模合

计将达到 220GWh 到 240GWh；从产能需求看，未来几年动力及储能电池需求量预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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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大幅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根据测算，在 2025 年之前公

司电池产能预计达到 670GWh 以上（相关假设及测算结果不构成盈利预测或业绩承

诺），公司产能缺口预计超过 430GWh。 

考虑到公司新增电池产能建设及实施涉及设计规划、获取生产用地、项目备案/

审批、建设厂房、设备采购及调试等一系列流程，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因此需进行前

瞻性布局，提前进行产能建设储备。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将新增锂离子电池年产能约为 135GWh，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

需要。除本次募投项目外，自公司发布本次发行方案以来，公司相继公告了宜春生

产基地、贵州贵安新区生产基地、厦门生产基地、宜宾制造基地七至十期项目等电

池产能建设项目（注：宜昌生产基地为电池材料建设项目），上述电池产能建设项

目投资金额合计不超过 525 亿元，相关项目的投资计划，产能规划、进度安排等具

体实施方案尚在制定和完善中。 

虽然公司包括本次募投项目在内的新增电池产能投资计划是根据近年来产业政

策、市场环境和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并结合公司对行业未来发展的分析判断确

定，产能增加规模合理。但是，相关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建成投产也需一定时间，

在项目实施及后续经营过程中，如果产业政策、竞争格局、市场需求等方面出现重

大不利变化，或公司市场开拓能力不足、市场空间增速不及预期等，则公司可能面

临新增产能无法消化的风险，进而影响本次募投项目的经济效益和公司的整体经营

业绩。” 

三、保荐人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核查发行人产能建设项目的规划，了解发行人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未来市

场需求； 

2、检索 GGII 等研究机构对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市场空间预测； 

3、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4、核查了发行人新增的锂离子电池产能建设公告。 



1-7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在新能源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迎来广阔发展空间背景

下，发行人需前瞻性布局产能建设以满足未来市场需求，发行人锂离子电池产能建

设投资规模合理，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中对产能消化风险进行了重大风险提示。 

 

问题2 

请发行人说明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氢燃料电池等技术路径发展情况、产品

科技创新对公司生产经营及产能扩张带来的影响。 

请发行人将上述事项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技术路径发展情况、产品科技创新对公司生产经营及产能扩张带来的影响 

（一）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氢燃料电池等技术路径发展情况 

1、钠离子电池产业化阶段临近，公司钠离子技术行业领先 

关于钠离子电池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几乎与锂离子电池的研

究同时起步。钠离子电池由于其高功率、低温性能好等化学特性、以及资源储备丰

富、材料成本方面的优势，在高寒地区的交通电动化应用场景具有优势，也可灵活适

配储能领域的应用场景。钠离子电池未来可与锂离子电池互为补充，凭借各自的优势

特性，满足不同细分市场对电池的差异化需求并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助力新能源产

业长期稳定发展。 

根据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剑桥大学等多个机构的科学家联合撰写的论文 《2021

年钠离子电池的路线图》，以及部分钠离子电池生产商的公开信息，世界领先的钠离

子电池生产商的钠离子电池已经做到了 100-160 Wh/kg 的能量密度（如 Faradion 公司

2021 年的钠离子电池产品的能量密度达到了 150 Wh/kg）。公司 2021 年 7 月召开第

一代钠离子电池发布会，公司研发的第一代钠离子电池具备高能量密度、高倍率充

电、优异的热稳定性、良好的低温性能与高集成效率等优势。目前，公司已启动钠离

子电池产业化布局，预计 2023 年将形成基本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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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态电池仍存技术难题，产业化量产仍需较长时间 

全固态电池是一种使用固态电极和固态电解质的电池，关于全固态电池的理论研

究至少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主要技术路线包括氧化物、硫化物、聚合物三种

路线。 

固态电池、氢燃料电池具有一定的技术特点和优势，但仍有尚未解决的技术难题

和产业化障碍，受到成本经济性、性能指标、产业链配套等制约，从技术难题解决、

客户认证通过到产业化量产尚需较长的时间，离实现成熟的商业化应用还有一定距

离。 

根据中国科学院欧阳明高院士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2021 年度媒体沟通会的发

言，全固态电池技术产业化并对市场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估计还要 10 年左右。2025 年

会出现与现有液态电解质锂离子电池比能量大体相当的第一代全固态电池，第一代全

固态电池产业化，占市场比例接近 1%的时间点可能在 2030 年左右，2030 年后出现

第二代采用新型正负极材料的全固态电池，2035 年之后，新一代固态电池会进入市

场。根据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亚洲固态离子学会主席温兆银在 2021 中国国际锂电

产业大会发表的《固态化电池及其关键技术》演讲，让锂离子电池全固态化，要解决

非常多的问题，包括从电极到电解质、到界面，以及整个电池要形成全固态；而且很

多其他辅助的部件和固态电解质、电解质都是固固的界面，这些固固界面的组合都需

要非常特殊的技术，所以要把真正的固态电池走到最后实际应用，需要解决大量的问

题。 

3、氢燃料电池成本高昂，商业化仍需较长时间 

氢燃料电池是使用氢这种化学元素，制造储存能量的电池。氢燃料电池在汽车的

应用开发至少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经过多年发展，目前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已

逐步由基础布局向市场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氢燃料电池的技术特点和优势，使其在

商用车局部场景等有一定应用，但目前受到氢燃料电池成本较高等制约，在乘用车场

景的商业化应用还有一定距离。 

根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组织编制并于 2016 年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

术路线图》规划，2025 年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发展到 5 万辆；根据 2020 年 10 月

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规划，2030 年-2035 年，将实现氢能及

燃料电池汽车的大规模推广应用，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也将达到 100 万辆左右，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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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掌握燃料电池核心关键技术，建立完备的燃料电池材料、部件、系统的制备与生

产产业链。 

（二）产品科技创新对公司生产经营及产能扩张带来的影响 

1、公司重视科技创新，应对技术路线变化的能力强 

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创新科技公司，将持续推进构建材料体系、系统结

构、极限制造和商业模式等四大创新体系作为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之一。公司

高度重视产品和工艺的研发，建立了涵盖材料研发、产品研发、工程设计、测试分

析、智能制造、信息系统、项目管理等各领域的完善的研发体系。报告期内，公司随

着业务发展，研发领域不断拓展，研发技术人员由 2018 年末的 4,217 人增长至 2021

年 9 月末的 9,491 人，研发费用由 2018 年的 199,100.04 万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356,937.77 万元，2021 年 1-9 月，公司研发费用为 459,492.33 万元，同比增长

116.73%。 

本次募投项目中，宁德时代新能源先进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将利用宁德时代 21C

创新实验室、电化学储能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现有研发资源，搭建新能源产业发

展关键技术研发平台，购置相应的研发设备及软件系统等，开展新一代动力及储能电

池关键材料体系研发、结构设计及智能制造、钠离子电池产业链关键材料及设备开

发、大规模储能系统、智慧能源网络等，推动新能源先进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应用。 

公司技术布局全面，且具有前瞻性和行业引领性，应对技术路线变化的能力强。

公司在现有主流的三元材料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领域均具备领先优势，同时，公司前

瞻性布局新技术发展路径，2021 年发布第一代钠离子电池，技术水平处于行业领先

地位，公司将积极推动钠离子电池技术提升、产业链成熟和完善，并相应进行市场应

用推广，并积极开展在金属锂电池、全固态电池等下一代电池的研发。 

2、新技术产业化尚需较长时间，对现有动力及储能电池领域带来的影响较小 

公司本次募投的产能建设项目的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至 48 个月，总投资回收期

（税后，含建设期）为 6.16-7.01 年。固态电池、氢燃料电池从技术难题解决、客户

认证通过到产业化量产尚需较长的时间，短期内预计难以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并因此影

响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根据中国科学院欧阳明高院士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2021

年度媒体沟通会的发言，第一代全固态电池产业化占市场比例接近 1%的时间点可能



1-10  

在 2030 年左右；根据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规

划，2030 年-2035 年，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将达到 100 万辆左右，而 2021 年

我国汽车销量 2,627.5 万辆，按照五年销量合计估算，氢燃料电池产业化占市场比例

可能接近 1%。因此，在 2030 年以前，预计全固态电池、氢燃料电池技术路线产业

化占市场比例有限，对公司本次募投的投资回收内的影响较小。 

钠离子电池相对于锂离子电池主要是材料体系不同，但工作原理相似，锂离子电

池生产设备、工艺能够较好地兼容钠离子电池生产需求，二者的供应链也具有一定相

似性，必要时公司可根据市场及客户需求进行切换，完成产能快速布局，有助于降低

技术路线风险。 

二、重大风险提示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之“重大风险提示”补充披露了相关风险，具体如下： 

“四、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风险 

关于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氢燃料电池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

代，几乎与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同时起步。但锂离子电池优异的性能获得了更多的认

可，并在过去 50 年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商业化应用，成为目前市场应用最广泛的电

池体系。但由于对锂供应短缺的担忧，对能量密度、安全性等更高性能的追求以及

对替代、可持续电池技术的需求，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氢燃料电池等在近年来

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全球众多知名的车企、电池企业、材料企业、研究机构纷纷加

大对新技术路线的研究开发，并逐步由基础布局向产业化、市场化、规模化方向发

展。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将新增锂离子电池年产能约为 135GWh，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

至 48 个月，总投资回收期（税后，含建设期）为 6.16-7.01 年。尽管固态电池、氢

燃料电池从技术难题解决、客户认证通过到产业化量产尚需较长的时间，短期内预

计难以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并因此影响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但若未来固态锂电池、

钠离子电池、氢燃料电池等新技术路径发生突破性变革或产业化进程加速，而公司

未能及时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可能面临技术路径替代的风险，并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和产能扩张带来不利影响。 

作为新兴行业，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行业的技术更新速度较快，且发展方向具有

一定不确定性。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技术研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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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技术研发水平位于行业前列。由于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应

用市场、环境对产品性能品质要求较为严格，只有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改进工艺和

材料，才能持续满足市场竞争的要求。公司如果不能始终保持技术水平行业领先并持

续进步，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 

三、保荐人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氢燃料电池等技术路径发展的政策文件、权威

文献、专家发言等； 

2、了解发行人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氢燃料电池等技术路径的布局情况； 

3、查阅公告报告期内的研发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尽管固态电池、氢燃料电池短期内预计难以实现大规模

商业化，但随着固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氢燃料电池等技术路径发展推进，若未

来产品科技创新发生突破性变革，对锂离子电池市场需求发生替代，而公司未能及

时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将面临技术路径替代的风险，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中对

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风险进行了重大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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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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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吕晓峰                       张 帅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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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声明 

 

本人作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董事长，现就本次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的

全部内容，了解回复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

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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