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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关于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2〕3号）（以下简称“审

核问询函”）要求，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东吴证

券”）会同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能科技”、“公司”

或“发行人”）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等中介机构，按照贵所的要

求对审核问询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现逐条进行说明，请予审核。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问询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募集说明书（二次

修订稿）》中的相同。 

二、本问询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加粗）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宋体 审核问询函问题的回复 

三、本问询回复中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

异，系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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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项目投资 

根据首轮问询回复：（1）发行人现有产能为赣州工厂5GWh、镇江一期

8GWh，在建产能为镇江二期8GWh、镇江三期8GWh，主要产能布局在江苏镇江；

（2）本次募投项目地址为安徽芜湖，规划产能12GWh；（3）公司产能安排布

局主要考虑为利用江苏、安徽及周边地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优势和江西及

周边地区的原材料供应链优势，技术路线规划安排均保持一致，均是沿用三元

软包技术路线方向；（4）本次募投项目为新建生产基地，相比于IPO募投项目

镇江三期增加了土地使用费和工程建设费用。 

请发行人说明：（1）镇江厂区土地使用情况或规划安排，是否已达饱

和，技术路线相同的情况下未在镇江厂区投资扩产的原因；（2）在安徽芜湖

新建厂区进行投资的产业集群优势、原材料供应链优势依据，及其商业合理

性；（3）本项目13.9亿元建安工程投入各项目的测算过程及依据，投资市政

配套的原因。 

【回复】 

一、镇江厂区土地使用情况或规划安排，是否已达饱和，技术路线相同的情

况下未在镇江厂区投资扩产的原因； 

截止本回复出具之日，孚能镇江共拥有 10 处土地使用权，合计占地面积约

414,935.79 ㎡，对应使用情况如下： 

序

号 
不动产权证号 坐落地址 

土地面积

（㎡） 
当前土地使用情况 

已取得产权证的

建筑物建筑面积

（㎡） 

1 

苏（2021）镇江市不

动产权第 0042965

号 

镇江新区圌山路

186 号 1 幢 
95,419.55 1#电极装配车间 70,646.20 

2 

苏（2021）镇江市不

动产权第 0043006

号 

镇江新区圌山路

186 号 2 幢 
43,752.97 2#化成车间 31,734.73 

3 

苏（2020）镇江市不

动产权第 0055687

号 

镇江新区圌山路

186 号 3 幢 
20,410.79 3#中试线 11,825.14 

4 

苏（2021）镇江市不

动产权第 0043002

号 

镇江新区圌山路

186 号 4 幢 
59,132.23 4#模组车间 42,901.63 

5 

苏（2021）镇江市不

动产权第 0042951

号 

镇江新区圌山路

186 号 6 幢 
27.97 6#门卫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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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不动产权证号 坐落地址 

土地面积

（㎡） 
当前土地使用情况 

已取得产权证的

建筑物建筑面积

（㎡） 

6 

苏（2021）镇江市不

动产权第 0042998

号 

镇江新区圌山路

186 号 7 幢 
22.92 7#门卫 17.28 

7 

苏（2021）镇江市不

动产权第 0043000

号 

镇江新区圌山路

186 号 9 幢 
95,419.55 9#电极装配车间 70,646.20 

8 

苏（2021）镇江市不

动产权第 0042963

号 

镇江新区圌山路

186 号 10 幢 
43,752.97 10#化成车间 31,734.73 

9 

苏（2021）镇江市不

动产权第 0043001

号 

镇江新区圌山路

186 号 12 幢 
18,934.84 

12#动力站及测试

中心 
14,256.25 

10 

苏（2021）镇江市不

动产权第 0000578

号 

镇江新区圌山路

186 号 23 幢、24 幢、

25 幢、26 幢、27 幢、

28 幢 

38,062.00 

23#污水处理站 66.96 

24#甲类库 499.81 

25#污水处理站 499.81 

26#门卫 76.16 

27#锅炉房 1,277.65 

28#110KV 变电站 341.80 

合计 414,935.79 - 276,546.47 

在上述地块上，镇江厂区目前在建暂未取得不动产权证的建筑情况如下： 

序号 未办理不动产证建筑 建筑面积（㎡） 当前情况 

1 30#研究中心 1,102.50 已建成待办不动产证  

2 11#模组车间 38,198.33 已建成待办不动产证  

3 16#电机装配车间 71,148.43 在建 

4 17#化成车间 31,734.73 在建 

5 18#成品库 10,161.61 在建 

6 19#模组车间 38,387.95 在建 

7 8#综合楼 5,544.00 在建 

8 15#办公楼 10,654.89 在建 

合计 206,932.44 - 

综上，镇江厂区占地面积为 414,935.79 ㎡，已建及在建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483,478.91 ㎡，对应的规划计容面积为 685,720.09 ㎡。 

镇江厂区的规划设计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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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签署的土地出让合同要求，在合同项下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构

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应符合市（县）政府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出让宗地规划条

件。其中：主体建筑性质为工业厂房；附属建筑物性质为传达室及配电房；建筑

容积率不高于 2.00，不低于 0.70。根据相关要求，公司已规划并实施镇江一期、

二期、三期厂区的建设。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根据公司向镇江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报备的厂区规划，

镇江厂区一期、二期、三期厂区的计容面积为 685,720.09 ㎡，容积率已达到 1.65。

公司镇江厂区现有土地使用情况均已达到饱和状态，因此，公司此次规划新增的

12GWh 产能无法在镇江厂区投资扩产完成，同时为响应国家长三角一体化的号

召，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安徽芜湖位于长三角区域，且与公司镇江厂区距离较

近，待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后，能够有效发挥协同效应。 

二、在安徽芜湖新建厂区进行投资的产业集群优势、原材料供应链优势依据，

及其商业合理性； 

（一）当地政策扶持力度大 

2021 年，安徽省政府发布的《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

2023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出要建设以合肥、芜湖、

安庆等市为重点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示范基地。《行动计划》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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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 3-5 家有重要影响力的新能源汽车整车厂商和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关

键配套企业，拥有 10 个以上行业知名品牌，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集群。到 2023 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比重 10%以上，零部件

就近配套率达到 70%以上；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技术整体上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新能源汽车在公共服务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基本形成‘纯电动为主、氢

燃料示范、智能网联赋能’的发展格局。” 

芜湖市政府也相应出台了《芜湖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转向资金扶持政策》《芜

湖市促进新型工业化若干政策规定》等一系列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及其上下游行

业的发展。根据芜湖新能源汽车产业未来发展思路，未来芜湖将紧紧围绕电动化、

智能化、网联化创新发展；强化省内与长三角区域协同，大力发展以整车为龙头、

以电池电机电控为核心的错位发展模式，通过集群集聚带动作用，打造智能网联

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制造片区。 

公司作为新能源电池生产商，在芜湖投资建设项目能够较好的利用上述支持

和鼓励政策，积极推动公司健康发展。2021 年 8 月，公司与安徽省芜湖市当地

政府部门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2021 年 12 月，公司与芜湖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当地政府将协调、促使公司及公

司的项目公司通过自身平台或者与芜湖三山经开区指定企业平台公司深度合作，

优先参与包括但不限于城市整体工业、农业等产业的绿色能源布局。 

（二）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优势明显 

安徽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聚集了蔚来、比亚迪、江淮、大众、奇瑞、长安等

车企。2020 年，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量 10.5 万辆，居中国中部地区第一、全国

第四，占全国比重 7.7%。 

2021 年上半年，安徽省新能源汽车实现生产 9.06 万辆，同比增长 2.5 倍，

占该省汽车产量比重已升至 12%。目前，安徽以新能源乘用车、客车、货车等产

品为主导的整车协同发展态势已基本确立，在动力电池及系统、氢燃料电池、电

机及控制系统、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等关键领域拥有一批具有核心技术的行业领先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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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具有产业集群优势，具体表现为：1、区域范围内集中

了较多新能源车企以及下游配套服务企业，产业链条完整，实现了新能源汽车行

业的上下游高效对接；2、区域范围内的企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过硬的专业人才，

相关人才以其专业技术推动了行业内企业的进一步发展；3、区域范围内的企业

互相带动，互相影响，共同发展，形成了合作、竞争的良好局面。 

（三）具有完善稳定的原材料供应链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安徽芜湖与公司的镇江工厂处于约 200 公里的运输经

济半径内，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后能充分利用镇江工厂已有的供应链资源。同时，

伴随当地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安徽芜湖为中心的新能源经济

圈能够很好的辐射安徽各地市和周边江西、江苏、浙江等省份，上述地区拥有优

质的锂电池原材料供应商及生产基地，具有较强的供应链优势。以锂电池核心原

材料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和隔膜为例，上述地区包括但不限于的代表生

产商、供应商情况如下： 

主要原材料 地区 代表生产商、供应商情况 

正极材料 

安徽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池州西恩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河南科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瑞翔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苏乐能电

池股份有限公司、贝特瑞(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 

负极材料 

安徽 安徽科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紫宸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正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凯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 贝特瑞(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电解液 

安徽 淮南市赛纬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 
湖州昆仑动力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南通新宙邦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江苏

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 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西银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隔膜 

安徽 
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安徽金力新能源有限公司、芜湖明珠隔

膜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美芯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 九江冠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 
中材锂膜（南京）有限公司、江苏卓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星源材质（南通）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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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通运输条件来看，芜湖与镇江处于约 200 公里的运输经济半径内，有利

于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后发挥协调效应。芜湖高铁铁路网络四通八达，运输便捷；

公路交通网络完善，多条高速公路穿境而过；芜湖港是长江水运第五大港、煤炭

能源输出第一大港和安徽省最大的货运、外贸、集装箱中转港，2020 年集装箱吞

吐量达到 110 万 TEU；芜湖宣州机场 2021 年已实现通航，目标到 2025 年实现

年旅客吞吐量 120 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 1 万吨、年运输飞机起降 12,245 架次，

通航飞机起降 10,000 架次。除此之外，中国（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片区的建设

将进一步加快芜湖航运服务、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芜湖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可

以有效缩短原材料运输半径，有利于芜湖厂区的正常运转。 

综上所述，在安徽芜湖新建厂区进行投资产业集群优势、原材料供应链优势

明显，具有商业合理性。 

三、本项目 13.9 亿元建安工程投入各项目的测算过程及依据，投资市政配

套的原因。 

（一）本项目 13.9 亿元建安工程投入各项目的测算过程及依据 

本项目的建安工程均规划于工厂厂区内部，是本项目建成后生产经营所必要

的设施，具有合理性。 

1、本项目建安工程的测算依据 

本项目的建安工程主要用于生产车间、办公楼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和装修，建

设和装修单价参考公司历史同类项目的建造成本情况，并结合本次募投项目建设

地芜湖三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于土地建设施工的具体要求及芜湖地区人力、材料

成本情况，综合考虑 2021 年初以来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后确定各细分投入金

额。 

2、本项目建安工程的测算过程 

本项目建设投资额为 139,185.79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

号 
项目 投资内容 

建筑面积 

（㎡） 

建筑及装修单价 

（元/㎡） 

总额 

（万元） 

1 工厂 电极、装配车间1 46,287.00 5,132.00 23,7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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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投资内容 

建筑面积 

（㎡） 

建筑及装修单价 

（元/㎡） 

总额 

（万元） 

2 工厂 化成车间1 26,650.00 3,985.00 10,620.03 

3 工厂 模组车间1 22,800.00 3,515.00 8,014.20 

4 工厂 电极、装配车间2 46,287.00 5,132.00 23,754.49 

5 工厂 化成车间2 26,650.00 3,985.00 10,620.03 

6 工厂 模组车间2 22,800.00 3,515.00 8,014.20 

7 附属建筑 配套用房 5,200.00 3,200.00 1,664.00 

8 附属建筑 测试中心（研发） 11,700.00 4,545.00 5,317.65 

9 附属建筑 研发大楼 30,000.00 3,900.00 11,700.00 

10 附属建筑 中试线（研发） 8,000.00 5,132.00 4,105.60 

11 附属建筑 行政综合配套（合计） 13,650.00 3,900.00 5,323.50 

12 公用动力 管廊（12GWh) - - 1,440.00 

13 公用动力 管线（12GWh) - - 3,672.00 

14 公用动力 动力设施(12GWH） - - 1,680.00 

15 公用动力 电力设施（12GWh) - - 6,480.00 

16 公用动力 110KV站 - - 3,000.00 

17 市政配套 道路 105,743.67 800.00 8,459.49 

18 市政配套 绿化 83,865.67 170.00 1,425.72 

19 市政配套 围墙（m) 2,340.00 600.00 140.40 

合计 451,973.34 - 139,185.79 

3、本项目建安工程单价的合理性 

同行业可比公司近年来实施的募投项目的建安工程单价与发行人本次募投

项目的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 1] 
融资项目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 

（㎡） 

建筑总价 

（万元） 
规划产能 

建筑面积单价 

（元/㎡） 

亿纬锂能 
2019 年非

公开发行 

荆门亿纬创能储能动

力锂离子电池项目 
117,796.00 27,089.00 5 GWh 2,299.65 

宁德时代 
2020 年非

公开发行 

宁德时代湖西锂离子

电池扩建项目 
608,342.00 127,471.80 16 GWh 2,095.40 

江苏时代动力及储能

锂离子电池研发与生

产项目（三期） 

325,279.00 144,717.77 24 GWh 4,449.04 

四川时代动力电池项

目一期 
296,362.50 103,743.99 12 GWh 3,500.58 

平均值 - - - 3,086.17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451,973.34 139,185.79 12 GWh 3,079.51 

注 1：可比公司亿纬锂能 2020 年非公开募投项目未披露募投项目 GWh 数据，且建设内容为消费类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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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上表中未列示；国轩高科及宁德时代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安工

程明细未披露，因此在上表中未列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建安工程单价为 3,079.51 元/㎡，与同

行业平均水平不存在明显差异，建安工程单价具有合理性。 

（二）投资市政配套的原因 

本项目所投资的市政配套为工厂厂区内部的配套设施，主要包括道路，绿化

和围墙，无工厂厂区外投资，其中：1、道路包括厂区内的道路（含停车场、市

政给排水、地下雨污水管网、海绵城市方案实施等）；2、绿化则包含厂房及配

套工程周边的绿化、行政办公楼、研发楼等周边的园林景观等项目的实施；3、

围墙包含厂区红线范围的围墙以及停车场周边的围网、安防监控等项目的实施。 

建安工程中市政配套各项目投入项目的测算过程及依据如下： 

序号 投资内容 占地面积（㎡） 造价单价（元/㎡） 总额（万元） 

1 道路 105,743.67 800.00 8,459.49 

2 绿化 83,865.67 170.00 1,425.72 

3 围墙（m) 2,340.00 600.00 140.40 

合计 10,025.61 

市政配套投资面积的参考依据如下： 

序号 投资内容 占地面积（㎡） 测算依据 

1 道路 105,743.67 
道路面积=总用地面积-建筑物/构筑物总占地面积-绿

化面积估算 

2 绿化 83,865.67 
参考镇江厂区绿化率23%，绿化面积<=总用地面积
*23% 

3 围墙（m） 2,340.00 

厂区每条生产线为6GWh，6GWh厂区围墙占地面积

1,800㎡，12GWh围墙考虑公共部分后按照6GWh厂区

围墙的1.3倍计算 

市政配套投资造价单价的参考依据如下： 

序号 投资内容 
造价单价 

（元/㎡） 
测算依据 

1 道路 800.00 造价单价参考镇江厂区同类项目造价单价 

2 绿化 170.00 造价单价参考供应商询价函 

3 围墙（m） 600.00 
造价参考镇江厂区同类项目单价，并考虑原材料价格

上涨因素 



8-1-12 

综上所述，本项目投资的市政配套均为工厂厂区内部必要的配套设施，具有

合理性，且市政配套的投资面积及投资单价均有测算依据支持，具有谨慎性。 

 

问题 2.关于产能消化 

根据首轮问询回复：（1）公司现有产能13GWh，在建产能16GWh，本次募投

规划产能12GWh；（2）公司2021年1-9月实现主营业务销量为2.16GWh；（3）公

司在手订单量为13.19GWH(包含2021年第四季度的在手订单量)；（4）公司未来

五年根据已经获得的客户正式定点函及客户供货周期需求进行预测的潜在需求

计划约为262.74GWh，分别为2022年24.68GWh、2023年49.81GWh 、2024年

65.77GWh 、2025年62.49GWh、2026年59.98GWh。 

请发行人说明：（1）2021年全年销量数据及期间分布；（2）13.19GWh在手

订单的客户分布及约定交货时间分布；（3）定点函对于合作双方的约束力，公

司已获得定点函对应车企是否向其他电池企业发出定点函；（4）定点函对应车

企或对应平台/车型的历史销售数据及发展趋势，与预测的电池需求量是否匹配；

（5）结合公司历史销售数据、现有及在建产能安排、在手订单及预计需求数据

和期限分布等，分析新增12 GWh产能的合理性。 

【回复】 

一、2021 年全年销量数据及期间分布 

（一）2021 年全年主营业务销售数据及期间分布明细表 

2021年全年发行人主营业务销量数据及期间分布如下表所示： 

单位：GWh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注 2] 合计 

销量 0.55 0.45 1.16  1.31 3.47 

注 2：2021 年四季度销售数据为发行人初步核算数据。 

（二）2021 年全年主营业务销量整体快速增长，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增长

幅度明显主要系向主要客户广汽集团、戴姆勒及北京奔驰进入批量供货阶段 

发行人2021年全年销量整体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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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较前两季度有较大程度增长，主要系发行人向主要客户广汽集团、戴姆勒与

北京奔驰已进入批量供货阶段。广汽集团第三、四季度销量增长迅速，主要系广

汽集团Aion S车型于2021年7月实现量产，于第三季度进入批量供货阶段。同时，

广汽集团Aion V-400/500车型于2020年下半年实现量产，在2021年放量明显。因

此2021年发行人向广汽集团的销量提升，且第三、四季度增长幅度较大。 

戴姆勒及北京奔驰2021年四季度销量呈较快增长趋势，主要系戴姆勒及北京

奔驰EQS/EQE车型（EVA平台）和EQA/EQB车型（MFA平台）分别于2021年4月

和2021年9月进入量产阶段，部分产品于四季度实现批量销售。 

（三）整车厂商产品验证周期长，产品通过验证进入量产批量供货阶段后，

电池企业产品销量将随整车厂商需求的提升而快速增长  

整车厂商对动力电池产品质量的可靠性、稳定性和一致性要求严格，供应商

需要通过多轮样品供货测试后才能进行批量生产，产品验证周期较长一般在18个

月至36个月不等。产品通过验证后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在平台生命周期内，整车

厂商不会轻易更换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因此，电池企业一旦取得整车厂商的量产

订单，其产品销量将随整车厂商需求的提升而快速增长。  

二、13.19GWh 在手订单的客户分布及约定交货时间分布 

发行人主要客户在手订单 13.19GWh 主要包括广汽集团、戴姆勒及北京奔驰

等主流整车厂商。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发行人主要客户的在手订单已更新增加至 14.81GWh，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订单数量（GWh） 

2022 年一季度 2022 年二季度 2022 年三季度 2022 年四季度 合计 

合计 2.47 4.30 4.52 3.52 14.81 

根据行业惯例，整车厂商一般根据相关车型的销售计划及排产计划下达未来

三个月至一年内的动力电池采购订单。发行人部分主要客户尚未完整下达 2022

年全年度订单。 

三、定点函对于合作双方的约束力，公司已获得定点函对应车企是否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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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企业发出定点函的情况 

（一）定点前需进行多项测试验证，定点后产品验证周期长，定点函虽不具

备强制约束力，但整车厂商一般不会随意变更定点生产供应商，具有较强指导意

义 

由于汽车零部件类产品的需求由终端整车厂商主导，根据终端整车厂商车型

预计上市时间倒推确定上游零部件的备货时间。因此，一旦终端整车厂商确定了

某款车型的上市、生产计划，则产业链上的各组件、零部件企业均需配合进行产

能安排。 

出于供应链稳定性需求，通常整车厂商选定1-3家供应商作为单一零部件定

点供应商。整车厂商通常选择与零部件供应商同步开发。定点前，整车厂商与零

部件供应商进行项目方案讨论、技术答辩、需求确认、样机制作、参数匹配等程

序；项目定点后，定点供应商将进一步配合整车厂商进行指定产品的样件试验、

检测、调试等，产品验证周期较长一般在18个月至36个月不等。产品验证通过之

后，即可进入量产供货阶段。 

因此，为保证产品的稳定及时供应，在确定定点生产供应商后，整车厂商一

般不会随意变更定点供应商，否则需要重新经历较长的验证过程。 

综上所述，虽然定点函不具备强制约束力，但从产业链运作模式来看，整车

厂商一般不会随意变更定点供应商，定点函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 

（二）整车厂商通常选定 1-3 家供应商作为单一零部件定点供应商 

发行人已获得定点函的主要客户发出定点函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发行人获得定点函对

应的车型 
其他获得定点函的电池企业数量[注 4] 

广汽集团 

Aion V 3 

Aion Y 2 

Aion S 2 

戴姆勒及北京奔驰 

EQA 目前发行人独供 

EQB 目前发行人独供 

EQ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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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发行人获得定点函对

应的车型 
其他获得定点函的电池企业数量[注 4] 

EQE 目前发行人独供 

大运汽车 
悦虎 信息无法确认 

远志 M1 信息无法确认 

江铃集团 
羿 目前发行人独供 

易至 EV3 2 

金派克 凌宝 BOX 5 

开沃汽车 创维 EV6 信息无法确认 

东风集团 
岚图梦想家 信息无法确认 

岚图轿跑 信息无法确认 

长城集团 欧拉好猫 4 

天际汽车 
天际 ME7 2 

天际 ME5 1 

注 4：上述其他获得定点函的电池企业数量通过境内新能源乘用车上险信息确认；部分车型未上市，无上险

信息，因此其他获得定点函的电池企业数量无法通过第三方数据来源确认。 

出于供应链稳定性需求，通常整车厂商选定1-3家供应商作为单一零部件定

点供应商。发行人在部分车型上独供，在部分车型上与其他电池企业一同作为

该车型定点供应商进行供货。 

四、定点函对应车企或对应平台/车型的历史销售数据及发展趋势，与预测

的电池需求量是否匹配 

（一）定点函、潜在需求计划、在手订单的关系 

1、定点函 

定点指供应商被整车厂商指定为零部件的配套供应商。在定点前，整车厂商

与多家参选零部件供应商进行项目方案讨论、技术答辩、需求确认、样机制作、

参数匹配等程序；经过上述多种测试验证，通常整车厂商选定 1-3 家供应商作为

单一零部件定点供应商，下达正式定点函。整车厂商在下达定点函给公司后，公

司将针对具体相关车型的电池产品进行开发设计，双方具有较强的供应链粘性，

整车厂商一般不会轻易更换供应商。 

2、潜在需求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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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整车厂商在下达定点函后，会同步提供具体车型预期量产时间和预测相

关车型在生命周期内对配套动力电池的各年度需求计划，同一车型需求计划存在

量产后在不同供应商之间调整的情形。该需求计划虽然对供需双方均不具有强制

约束力，但为定点供应商稳定供货提供了较为明确的预期指导，便于供应商提前

规划产能。此外，也存在部分整车厂商在下达定点函后，根据自身需求直接下发

采购订单的情形。 

3、采购订单（在手订单） 

根据汽车行业惯例，公司在取得整车厂商定点函、通过产品验证并签署框架

供货协议后，整车厂商一般根据相关车型的销售计划及排产计划下达未来三个月

至一年内的动力电池采购订单，该采购订单一般会明确约定采购数量、交付期等，

公司根据采购订单安排生产。 

（二）主要客户定点函对应需求计划及历史销售数据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未来五年根据已经获得的主要客户正式定点函及

主要客户供货周期需求进行预测的潜在需求计划已更新增长至 273.67GWh，分

别为 2022年 27.69GWh、2023年 53.78GWh、2024年 69.71GWh、2025年 62.49GWh、

2026 年 59.99 GWh，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潜在需求计划（GWh) 对应单车数量（辆）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合

计 
27.69 53.78 69.71 62.49 59.99 696,200  1,334,200  1,738,000  1,479,400  1,421,600  

根据汽车行业惯例，在汽车零部件定点后，定点供应商将进一步配合整车厂

商进行指定产品的样件试验、检测、调试等，产品验证周期较长一般在 18 个月

至 36 个月不等。产品验证通过之后，才可进入量产供货阶段。因此零部件定点

到对应车型上市有较长时间间隔。发行人定点函对应的平台或车型主要为新上市

或尚未上市的车型，尚未形成充分的历史销售数据。其中，主要客户戴姆勒 EQA

和 EQB 车型于 2020 年在境外上市，根据 EV Volumes 显示 EQA 和 EQB 车型

2021 年度 1-9 月销售数据合计为 13,272 辆；主要客户广汽集团 Aion S 车型于

2019 年度上市，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9 月的销售数据分别为 32,770

辆、48,285 辆和 48,095 辆；Aion V 车型于 2020 年度上市，2020 年度、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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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的销售数据分别为 9865 辆和 14,489 辆； Aion Y 车型于 2021 年度上市，

2021 年 1-9 月销售数据为 15,552 辆。 

发行人的动力电池生产线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较高，生产的电芯为尺寸相对

标准化的产品，通用性强且化学体系容易迭代。同时，发行人自动化和智能化的

生产线，在规划阶段已充分考虑了产线电芯柔性化生产，即不同长、宽、厚的电

芯可以兼容生产。具体情况如下： 

1、发行人产品通用性强 

（1）各类三元材料技术路线发行人均已掌握，可根据客户产品要求切换 

根据三元材料中镍、钴、锰元素含量的不同，几种典型的 NCM 材料为

NCM523、NCM613、NCM622、NCM811 等。NCA 则由铝元素替代了锰元素。

发行人 NMC523 电芯产品长期向国内主流客户供货，同时从 2021 年开始能量密

度达到 285Wh/kg 左右的 NCM811 电芯产品向国内外主流客户实现批量供货，产

品性能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在报告期内，发行人研发团队已经开发

并验证了能量密度达到 330Wh/kg 的下一代电动汽车电池。发行人掌握的上述三

元技术路线，可根据客户未来产品设计进行切换，满足客户需求。 

（2）发行人的软包产品具有设计灵活的特性 

发行人的软包产品在整车客户应用端，具有可通用性，发行人的新产品开发

过程，会配合整车客户新一代新能源汽车的开发计划，而客户的这种开发计划通

常会是平台化的开发，可以适配内部多款车型的新能源汽车，在客户应用端具有

良好的适配性。 

电芯层面，三元软包动力电池电芯的尺寸以及形状设计灵活，企业按照标准

的电芯尺寸进行设计，适配大部分整车客户的新车型设计，具有较强的通用性。 

在模组和电池包层面，三元软包动力电池的空间布局更为灵活，可以呈矩形

或 T 字形布局，能够满足更多车型对动力电池的空间要求。且模组组装线的设计

相对比较柔性，通用性较强，可以满足多型号产品的生产需要，公司现有为电池

包生产配套的模组生产线经过适度改装可以用于其他直接对外销售模组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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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现有及本次募投项目拟新建的生产线具有较高的自动化、智能化

及柔性切换水平 

通过多年的实践，发行人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动力电池生产线管理经验，同时，

发行人镇江厂区及本次募投项目充分考虑了国际一线整车客户对于生产车间自

动化和智能化的要求，在生产线的规划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并进行了优化。 

镇江厂区及本次募投项目采用较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设备，在工序车间采用

无人智能物流系统运输物料，实现从原材料投入至电芯成品下线的全自动化生产，

确保生产线的高效、稳定运行，整体自动化水平较高。同时，在生产车间全线导

入生产过程执行系统和信息物理系统，在电芯生产进度统计、生产质量统计、可

视化监控、电芯加工数据采集、电芯零部件工时统计等方面与数据库连接，实现

了较高的智能化水平。此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生产车间，在规划阶段已充分考

虑了产线柔性化设计。首先，车间的生产环境可以同时满足 NCM523、NCM613、

NCM622、NCM811 和 NCA 等不同体系的生产要求。其次，车间的生产自动化

和智能化设备具有适配性和兼容性，能够满足不同尺寸电芯快速稳定切换。因此，

该柔性化的工厂可以满足其他客户车型或现有客户新车型的需求，以应对现有客

户某几款定点车型未来销售不及预期的风险。 

综上所述，公司未来五年根据已经获得的主要客户正式定点函及主要客户供

货周期需求进行预测的潜在需求计划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同时，针对前期已完

成定点并经整车厂商验证通过的动力电池产品，如果该整车厂商的某几款定点车

型销售不及预期，发行人有能力利用其柔性化产线实现对电芯尺寸、化学体系的

迭代切换，在成本、时间可控的前提下适配同一整车厂商的其他车型或其他的整

车厂商。 

（三）主要定点函对应客户的发展趋势 

发行人定点函对应的主要客户主要包括戴姆勒及北京奔驰、广汽集团。 

1、戴姆勒及北京奔驰 

根据戴姆勒 2021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2021 年 7 月，梅赛德斯-奔驰宣布向

“全面电动”转型，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实现纯电动化。到 2022 年，梅赛德斯-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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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将在品牌下全部车型提供电动化选择。到 2025 年，所有新推出的车型都将是

纯电动化。 

戴姆勒及北京奔驰向电动化转型情况良好，在新能源乘用车市场占有率不断

提升。2018 年至 2021 年，梅赛德斯-奔驰品牌在全球销量均突破 200 万台。随着

梅赛德斯-奔驰向“全面电动”转型战略的推进，对动力电池需求将显著提升。发

行人潜在需求计划与该整车厂商整体战略规划及发展趋势相符。 

2、广汽集团 

根据广汽集团 2020 年度报告，广汽集团在“十四五”期末挑战汽车产销量

达 350 万辆，新能源汽车产品占整车产销规模超 20%。 

根据境内新能源乘用车生产合格证及上险数显示，2018 年至 2021 年 1-9 月

份，广汽集团在境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1.82%、5.81%、8.07%和

6.80%，市场占有率呈现显著上涨趋势。根据广汽集团定期报告披露，2018 年度

至 2020 年度，新能源乘用车收入占广汽集团乘用车收入比例分别为 4.64%、13.65%

和 18.70%，新能源乘用车占比逐年显著增长。广汽集团计划于“十四五”期末实

现新能源汽车产品占整车产销规模超 20%。随着上述战略规划推进，对动力电池

需求将显著提升。发行人潜在需求计划与该整车厂商整体战略规划及发展趋势相

符。 

综上所述，发行人潜在需求计划对应的客户均为实力较雄厚的整车厂商，其

中主要客户戴姆勒及北京奔驰、广汽集团近年来全球乘用车销量均突破 200 万

辆，在汽车行业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积累了一定量的客户群体。其他客户包括东

风集团、大运汽车、江铃集团和长城集团均为国内主流整车厂商，历史销售情况

良好。总体而言，发行人客户主要为境内外知名整车厂商，在整车制造领域深耕

多年，拥有成熟的上下游供应链，并有多年整车制造经验和技术保障，产品质量

及可靠性高，品牌声誉良好，品牌影响力较大。同时，发行人客户在近年均主动

加速向新能源汽车方向转型，制定明确战略规划，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资金投入

和技术支持。随着客户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其对配套产品动力电池

的需求也将有所提升，发展趋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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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求预测对应的主要客户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发展趋势良好，与预测的

电池需求量匹配 

发行人定点函对应车企主要为境内外知名整车厂商，积累了一定品牌声誉，

品牌影响力较大，历史销售情况良好。发行人主要客户在近年主动加速向新能源

汽车方向转型，发展趋势良好。随着客户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其对

配套产品动力电池的需求也将有所提升。同时，定点函对应车型主要为新上市或

尚未上市车型，处于产品成长期。从终端产品生命周期来看，汽车行业产品生命

周期较长，乘用车某款车型的生命周期根据销售情况一般在 4 至 7 年不等。如对

应车型销售情况良好，预计整车厂商对发行人产品需求将随着车型上市有所增长

并在较长期间保持稳定。即使整车厂商部分对应车型销售不及预期，发行人有能

力利用其柔性化产线实现对电芯尺寸、化学体系的迭代切换，在成本、时间可控

的前提下适配同一整车厂商的其他车型或其他的整车厂商。因此预测的潜在需求

计划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综合整车厂商的历史销售数据与发展趋势来看，与预

测的电池需求量匹配。 

五、结合公司历史销售数据、现有及在建产能安排、在手订单及预计需求数

据和期限分布等，分析新增 12 GWh 产能的合理性 

（一）公司历史销售数据 

2018 年至 2021 年公司主营业务销售量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注 6] 

销量（GWh） 1.86 2.18 1.06 3.47 

注 6：2021 年四季度销售数据为发行人初步核算数据。 

2021 年销量扩大明显，主要原因是广汽集团、戴姆勒及北京奔驰相关车型

电池产品于 2021 年实现量产并批量供货，实现销量快速增长。根据 2022 年在手

订单以及各客户的潜在需求计划，预计 2022 年销量将进一步增长。 

（二）在手订单及预计需求数据和期限分布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发行人在手订单及潜在需求计划情况如下： 

1、在手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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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期积累，发行人新增多家整车厂商的多个项目达到批量生产阶段；其

中公司与重要客户戴姆勒、广汽集团等进入深度合作阶段，多个车型项目在 2021

年实现批量生产并开始批量供货。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已收到主要客户 2022

年的订单，合计在手订单达 14.81GWh，订单充足，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订单数量（GWh） 

2022 年一季度 2022 年二季度 2022 年三季度 2022 年四季度 合计 

合计 2.47 4.30 4.52 3.52 14.81 

根据行业惯例，整车厂商一般根据相关车型的销售计划及排产计划下达未来

三个月至一年内的动力电池采购订单。发行人部分主要客户尚未完整下达 2022

年全年订单。 

2、潜在需求计划 

根据公司主要客户具体车型在生命周期内的需求计划，公司的销售量预计将

会得到较大的提升。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未来五年根据已经获得的主要客

户正式定点函及主要客户供货周期需求进行预测的潜在需求计划约为

273.67GWh。主要客户潜在需求计划合计情况如下： 

项目 
潜在需求计划（GWh)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合计 

合计 27.69 53.78 69.71 62.49 59.99 273.67 

（三）现有及在建产能安排 

发行人现有及在建动力电池产能的布局地点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工厂地址 规划产能 目前状态 

1 赣州工厂 江西省赣州市 5 GWh 已投产 

2 镇江一期 

江苏省镇江市 

8 GWh 已投产 

3 镇江二期 8 GWh 部分投产 

4 镇江三期 8 GWh 建设中 

 合计  29 GWh  

镇江二期将于 2022 年投入生产，镇江三期将于 2022 年底前达到可使用状

态。根据镇江工厂建设进度，同时结合产能爬坡、产线切换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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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未来三年公司有效产能与潜在需求计划配比如下： 

 

 综上，根据公司预测的有效产能与客户潜在需求计划存在较大缺口。因此，

公司需规划建设 12GWh 的本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动力电池项目”来满足未来市

场需求。发行人本次募投规划建设 12GWh 的“高性能动力电池项目”具有合理

性。 

问题 3.关于财务性投资 

根据首轮问询回复：（1）2021年3月，发行人与湖北亿咖通及控制亿咖通

各公司方签订《股份购买协议》，公司已支付等值3,000万美元的人民币履约

保证金；（2）亿咖通目前主要产品为多媒体信息数字娱乐系统、SoC(片上系

统)及操作系统，与发行人主要产品的差异较大。亿咖通正在研发将不同的系

统域中央集成在一个盒子单元内，包括座舱、车身、辅助自动驾驶及动力电池

等领域；（3）亿咖通的第一大股东为吉利汽车实际控制人李书福，该项投资

通过亿咖通的产业链拓展吉利体系内客户渠道，但发行人未具体说明是否已通

过亿咖通获取相关订单；（4）结合前述情况，发行人认为该项投资是围绕公

司主营业务展开的以获取技术、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不界定为财务性投

资。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亿咖通目前主要产品与发行人的协同情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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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是否符合“围绕产业链上下游”；（2）结合亿咖通正在研发产品的研发计

划、目前所处的研发阶段及研发成果、预计完成时间等，分析该项投资是否符

合“以获取技术为目的”；（3）结合与吉利的合作情况、是否已获取来自吉

利体系的相关订单等，说明是否符合“以获取渠道拓展为目的”；（4）结合

前述情况，分析未将亿咖通认定为财务性投资是否谨慎、合理。 

【回复】 

一、结合亿咖通目前主要产品与发行人的协同情况，分析是否符合“围绕

产业链上下游”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汽车动力电池，亿咖通业务方向为整车控制及智能化一

站式解决方案。两者皆为下游新能源整车制造行业的核心上游企业，且两者产

业链协同效应明显。 

对亿咖通而言，其以汽车中央处理计算器为核心的整车控制及智能化产品

对新能源汽车中的座舱、车身、辅助自动驾驶及动力电池等各部件功能集成控

制，为新能源汽车的整体车机操作系统，占据核心地位。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

车最重要的组成部件之一，亿咖通产品未来作为新能源汽车整体车机操作系统

需要通过整合动力电池管理系统（BMS）实现对发行人产品动力电池的有效管

控。 

对发行人而言，其动力电池产品同样需要主动融入下游新能源汽车行业智

能化、网联化及集成化的发展方向，与以亿咖通为代表的企业合作，将公司动

力电池管理系统（BMS）嵌入整体车机操作系统。同时通过渗透亿咖通的产品

条线，拓展发行人自身的动力电池业务渠道。  

因此，发行人与亿咖通均为下游新能源整车制造行业的核心上游供应商，

两者将在同一产业链中发挥显著协同作用。发行人投资亿咖通是围绕公司动力

电池产业下游新能源整车制造行业发展趋势而进行的投资，符合“围绕产业链

上下游”。 

二、结合亿咖通正在研发产品的研发计划、目前所处的研发阶段及研发成

果、预计完成时间等，分析该项投资是否符合“以获取技术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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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发产品的研发计划 

1、行业发展趋势 

目前动力电池下游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为智能化、网联化以及自动驾驶

等方向，行业内的共识是未来整车的微控制器（包括电池控制系统（BMS））

将被集成进入新能源汽车的整体车机操作系统中，由汽车中央处理器处理全车

各部件反馈的电子信号，以达到快速、稳定、安全、一站式的全车控制。 

由中央处理器集成各微控制器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节约整车成本。分布式架构包含多个微控制器，每个微控制器都在本

地执行运算处理。每个微控制器一般要实现软硬件的解耦，微控制器需要具备

足够的硬件资源，由此带来底层软件采购成本以及算力性能的浪费。将各微控

制器集成到中央处理器中，则底层软件的投资可以显著减少，且支撑这些软件

架构的硬件资源也减少重复浪费。 

（2）提高软件工作效率。分布式架构包含的多个微控制器，其软件的底层

部分重复的内容较多，而特有的应用逻辑仅占其中一部分，运行效率较低。将

各种相关软件集成到一起，只对中央处理器软件进行编程和更新，可以大幅提

高软件的工作效率。 

（3）降低由于软件不兼容可能产生的故障风险。分布式架构包含的多种微

控制器可能会互相影响，尤其当某个控制器更新迭代软件，更易造成微控制器

的兼容性隐患，因而须协调多个软件来源共同处理兼容问题。而集成到中央处

理器后，软件全部由统一的团队来开发维护，降低由于软件不兼容导致故障的

可能性。 

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在产品的升级换代过程中，各微控制器将逐步集成到

中央处理器中，最终目标是将整车微控制器集成到中央处理器中。例如特斯拉

Model 3和Model Y两款车型，不再有传统汽车的仪表，也没有大量的实体按

钮，所有的信息、娱乐都显示在一块中控屏幕上。这种集中式的电子电气架构

升级，可以让车辆通过数量更少的集中车载控制器，来控制电池管理和辅助自

动驾驶等功能，体现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时代的主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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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发计划 

在汽车行业共识未来整车中央控制发展路线下，亿咖通结合对市场需求的

判断，逐步实现各微控制器集成到中央处理器中，目前亿咖通处于分布式电子

电器架构到跨域控制集成电子电器架构的过程中。对中央处理器集成产品进行

分阶段研发，首先是研发多媒体信息数字娱乐系统，即IHU（Infotainment Head 

Unit）、其次研发智能数字座舱，即DHU（Digital Cockpit Head Unit）；再是研

发中央处理器平台产品，最后目标是将中央处理器平台做成包括BMS在内的一

站式全车控制平台产品。 

（二）研发阶段、研发成果及预计完成时间 

1、多媒体信息数字娱乐系统，即 IHU（Infotainment Head Unit） 

IHU 是亿咖通投入研发的第一代整车计算平台产品, 采用车载专用处理器，

基于车身总线系统和第三方应用服务，形成的多媒体娱乐系统，能实现包括地图

导航、多媒体娱乐、车辆信息等一系列信息娱乐功能及车联网服务。亿咖通的 IHU

产品已完成研发，于 2017 年第二季度投放市场使用。 

2、智能数字座舱，即 DHU（Digital Cockpit Head Unit） 

DHU 是亿咖通投入研发的第二代整车计算平台产品，通过操作系统虚拟化

技术在单颗芯片的硬件平台基础上实现多系统部署，同时将整车多个分散模块里

的独立 ECU(Electronic Control Unit 电子控制单元)进行集成。DHU 产品的迭代, 

在第一代 IHU 一体机产品基础上, 实现了三屏异显、多屏互动、内置高清 3D 全

景影像系统、内置仪表等多个模块的集成, 大大减少了整车 ECU 的数量以及整

车线束成本。同时硬件平台算力的提升足以支撑 3D 功能, 赋能主机厂进一步研

发丰富的用户体验功能。亿咖通的 DHU 产品已完成研发，于 2021 年投放市场

使用。 

IHU 产品已服务包括吉利、领克、几何、宝腾等多个汽车品牌，DHU 产品

已服务吉利。截至目前，IHU 和 DHU 产品已累计投放市场超过三百万套，市场

销售情况较好，为后续产品的研发提供较好的数据支撑及奠定后续产品销售的客

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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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处理器平台产品 

随着汽车智能化的发展，针对纯电动汽车架构，亿咖通目前在整车中央计算

方面已有相关研发部署，拟将不同的系统域中央集成在一个盒子单元内，包括座

舱、车身、辅助自动驾驶等领域。该盒子单元拟通过集成多块芯片及相应的操作

系统、软件实现前述中央集成。亿咖通未来将在软件定义汽车的阶段提供以汽车

中央处理计算器为核心的整车控制及智能化一站式解决方案。 

整车中央处理平台产品研发目前处于基础架构设计及产品概念验证阶段，后

续目标是按照当前行业发展趋势将中央处理平台做成包括 BMS 在内的一站式全

车控制平台产品。 

（三）以获取技术协同为目的 

亿咖通专注于汽车智能化、网联化产品的研发、销售，未来将在软件定义汽

车的阶段提供以汽车中央处理计算器为核心的整车控制及智能化一站式解决方

案，电池管理系统（BMS）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发行人的锂离子动力电池产品中的 BMS 系统主要负责控制电池的充电和放

电以及实现电池状态估算等功能，实现电池状态监测、电池状态分析、电池安全

保护、能量控制管理、电池信息管理。BMS 是连接车载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重

要纽带，BMS 软件编写和接入安装工作在电池包装配环节完成。 

目前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由电池控制系统（BMS）单独控制。电动汽车进入

智能化时代后，考虑到车辆控制效率不断提高的需求，未来 BMS 很有可能将被

整合进入新能源汽车的整体车机操作系统中，由汽车中央处理器处理全车各部件

反馈的电子信号，以达到快速、稳定、安全、一站式的全车控制。由此，中央处

理器将替代如今汽车中大量且繁琐的微单元控制器及电子控制单元的作用，成为

一个适配简便、耦合稳定的软硬件一体化平台，具有安全高效、性价比高、持续

在线迭代的特点。在自动驾驶的功能中，关于 BMS 的高精垂直控制和自动驾驶

软件的整合将带给驾驶者及乘客更安全及精准的服务，便于实时监测电池及损耗

的状态。 

因此，亿咖通与发行人均为下游新能源整车制造行业的核心上游企业，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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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链中将产生协同效应。发行人投资亿咖通是围绕产业链以获取技术协同为

目的，有助于发行人的动力电池产品更好的融入下游生态链发展趋势，有利于发

行人提升动力电池系统整体技术解决方案，纵向拉长产业链，更好的服务下游新

能源汽车行业，符合“以获取技术为目的”。 

三、结合与吉利的合作情况、是否已获取来自吉利体系的相关订单等，说

明是否符合“以获取渠道拓展为目的” 

（一）与吉利的合作、获取订单情况 

1、获得吉利产品定点 

发行人已成为浙江吉智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枫盛零部件汽车有

限公司1SE1A项目动力电池的定点供应商。 

2、研发产品 

2019年11月宁波吉利汽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合作研发路特斯EPA平

台模组项目，目前该项目处于C样产品验证阶段，预计2022年四季度实现量

产。 

2020年4月宁波吉利汽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合作研发路特斯EPA平台

电池包项目，目前研发处于C样产品验证阶段，预计2022年四季度实现量产。 

3、获取订单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收到浙江吉智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2022年4-12

月意向订单需求。 

（二）以获取渠道拓展为目的 

亿咖通的第一大股东为吉利汽车实际控制人李书福。亿咖通背靠中国国际化

整车厂吉利汽车的独特优势，具备了为国内外不同汽车品牌提供服务的机会和能

力，从最初的服务于单一汽车品牌吉利到如今拓展到领克、smart、Lotus、沃尔

沃、极氪等多个汽车品牌。亿咖通市场空间广阔，处于产业链核心地位。亿咖通

过去几年的扎实积累为其业务的持续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发行人已成为

 
1 浙江吉智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枫盛零部件汽车有限公司均由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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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智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枫盛零部件汽车有限公司 SE1A 项目

动力电池的定点供应商，同时已获得浙江吉智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

意向订单需求。发行人该项投资是围绕产业链以获取客户渠道为目的，有利于其

进一步推进产业链业务协同发展，通过亿咖通的产业链拓展动力电池下游产业链

中的客户渠道，积极在动力电池及新兴业务领域进行布局，符合“以获取渠道拓

展为目的”。 

四、结合前述情况，分析未将亿咖通认定为财务性投资是否谨慎、合理 

综上所述，发行人该项投资是围绕公司动力电池下游新能源整车制造行业发

展趋势展开的以获取技术、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符合发行人主营业务战略发

展方向，不是以获取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是谨慎的，具有

合理性。 

保荐机构总体核查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本保荐机构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

实、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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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孚能科技（赣州）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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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全部

内容，确认回复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董事长：                    

              YU WANG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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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沈晓舟           张东亮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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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全

部内容，了解问询回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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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内容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及时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范力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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