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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0       证券简称：宁德时代      公告编号：2023-022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宁德时代”）于 2023

年 3 月 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在 2023 年度为公

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情形包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或公司控

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

担保期限依据与债权人最终签署的合同确定。公司 2023 年度拟新增的担保额度

为 828.33 亿元人民币、40.58 亿美元及 21.11 亿欧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序

号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与本公司 

关系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币种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

担保余

额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担保额

度占上

市公司

最近一

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1 
宁德

时代 

宁普时代

及其全资

子公司 

宁德时代参股

公司 
41.11% 

人民

币 
1.22 34.90 2.12% 是 

2 
宁德

时代 
宜丰材料 

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宜春时代

资源参股公司 

87.97% 
人民

币 
- 6.30 0.3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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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东

邦普 
宜昌城投 

无关联关系，

宜昌城投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

宜昌邦普循环

参股公司宜昌

白洋供热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

东，其为该参

股公司提供全

额担保，本次

拟申请的担保

为按股权比例

提供的反担保 

69.49% 
人民

币 
- 4.36 0.27% 否 

4 
广东

邦普 
华普气体 

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广东邦普

参股公司 

48.92% 
人民

币 
0.39 0.39 0.02% 否 

5 

香港

邦普

时代 

格林美 

无关联关系，

格林美为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

香港邦普循环

科技有限公司

参股的青美邦

项目提供全额

担保，本次拟

申请的担保为

按股权比例提

供的反担保 

46.66% 美元 - 0.30 0.13% 否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1 
宁德

时代 

宜春时代

资源及其

控股子公

司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63.96% 

人民

币 
16.78 76.84 4.67% 否 

2 
宁德

时代 
四川时代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88.30% 

人民

币 
81.27 62.95 3.83% 否 

3 
宁德

时代 

宜宾三江

时代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42.05% 

人民

币 
- 56.74 3.45% 否 

4 
宁德

时代 
贵州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70.81% 

人民

币 
8.06 48.25 2.93% 否 

5 
宁德

时代 
厦门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47.25% 

人民

币 
3.73 47.28 2.87% 否 

6 
宁德

时代 
山东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0.00% 

人民

币 
- 44.58 2.7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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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宁德

时代 

时代绿能

及其全资

子公司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73.55% 

人民

币 
- 36.21 2.20% 否 

8 
宁德

时代 

厦门新能

安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82.34% 

人民

币 
11.55 35.00 2.13% 否 

9 
宁德

时代 
宜春时代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73.65% 

人民

币 
19.22 31.88 1.94% 否 

10 
宁德

时代 
福鼎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81.58% 

人民

币 
40.26 24.96 1.52% 否 

11 
宁德

时代 
瑞庭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96.95% 

人民

币 
4.80 19.32 1.17% 否 

12 
宁德

时代 
眉山力泰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2.87% 

人民

币 
- 17.50 1.06% 否 

13 
宁德

时代 
蕉城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78.93% 

人民

币 
34.20 17.46 1.06% 否 

14 
宁德

时代 
云南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 

人民

币 
- 16.74 1.02% 否 

15 
宁德

时代 
新津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68.21% 

人民

币 
7.88 14.40 0.88% 否 

16 
宁德

时代 
贵州矿业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0.09% 

人民

币 
- 13.59 0.83% 否 

17 
宁德

时代 

上海研究

院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67.09% 

人民

币 
- 10.96 0.67% 否 

18 
宁德

时代 

宁波邦普

时代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75.42% 

人民

币 
- 10.08 0.61% 否 

19 
宁德

时代 
中州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 

人民

币 
- 8.04 0.49% 否 

20 
宁德

时代 
金堂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71.57% 

人民

币 
3.80 5.40 0.33% 否 

21 
宁德

时代 
时代思康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45.97% 

人民

币 
5.61 5.00 0.30% 否 

22 
宁德

时代 

贵州时代

思康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0.33% 

人民

币 
- 5.00 0.30% 否 

23 
宁德

时代 
屏南润能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17.81% 

人民

币 
- 4.12 0.25% 否 

24 
宁德

时代 

上海智能

科技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175.00% 

人民

币 
- 3.35 0.20% 否 

25 
宁德

时代 

湖北宜化

江家墩矿

业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81.00% 

人民

币 
- 2.77 0.17% 否 

26 
宁德

时代 

普勤时代

国际及其

控股子公

司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91.74% 美元 - 10.53 4.4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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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宁德

时代 

香港邦普

时代及其

控股子公

司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63.23% 美元 4.90 4.68 1.98% 否 

28 
宁德

时代 
CATK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155.44% 美元 - 0.50 0.21% 否 

29 
宁德

时代 
CATH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104.53% 欧元 - 19.11 8.57% 否 

30 
宁德

时代 
CATT 

合并报表全资

子公司 
98.22% 欧元 0.28 2.00 0.90% 否 

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 

1 
湖南

邦普 
广东邦普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75.81% 

人民

币 
7.22 112.22 6.82% 否 

2 
广东

邦普 

宁德邦普

资源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0.16% 

人民

币 
- 17.60 1.07% 否 

3 
广东

邦普 

宜昌邦普

循环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85.52% 

人民

币 
22.93 12.00 0.73% 否 

4 
广东

邦普 

宁波邦普

时代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75.42% 

人民

币 
- 10.49 0.64% 否 

5 
广东

邦普 
宁德时代 - 70.56% 

人民

币 
- 5.07 0.31% 否 

6 
广东

邦普 
湖南邦普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63.43% 

人民

币 
14.40 3.70 0.22% 否 

7 
广东

邦普 

湖北宜化

江家墩矿

业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81.00% 

人民

币 
- 2.88 0.18% 否 

8 
广东

邦普 

普勤时代

国际及其

控股子公

司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91.74% 美元 - 10.96 4.63% 否 

9 

宁波

普勤

时代 

普勤时代

国际及其

控股子公

司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91.74% 美元 - 5.04 2.13% 否 

10 
广东

邦普 

香港邦普

时代及其

控股子公

司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63.23% 美元 5.10 4.87 2.06% 否 

11 
广东

邦普 

香港邦普

循环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99.34% 美元 - 3.00 1.27% 否 

12 
广东

邦普 
印尼普青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67.51% 美元 0.23 0.70 0.30% 否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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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述预计的“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

两类预计的担保额度可在该类别间相互进行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

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被担保方处获得担保额度。 

2、 以上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除宜春城投、格林美为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情况，其他被担保方均为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情况。 

根据《深圳证劵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

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批准。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2023 年度拟新增的被担保方基本情况如下： 

(一) 宁普时代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宁普时代”） 

被担保方名称 宁普时代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公司住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58 号创投大厦 2 楼  

法定代表人 郑覆 

注册资本 52,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

电池制造；电池销售；蓄电池租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不

含危险废物经营）；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

车整车销售；充电桩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不得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46.6667%，中国物流控股一一六号公司持股 48.5714%，宁

德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7619%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参股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宁普时代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币种下

同）86,048.41 万元，负债总额为 35,376.09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5,324.71

万元，净利润为-1,538.36 万元。 

(二) 宜丰时代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宜丰材料”） 

被担保方名称 宜丰时代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2 年 3 月 2 日 

公司住所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工业园工业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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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石俊峰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选矿，新材料技术研发，非金属矿物制品

制造，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0%，宜春时代新能源资源有限公司持股

3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宜春时代资源参股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宜丰材料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3,626.35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8,379.98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353.64

万元。 

(三) 宜昌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宜昌城投”） 

被担保方名称 宜昌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 年 3 月 13 日 

公司住所 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 189 号 

法定代表人 殷俊 

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

服务；餐厨垃圾处理；水力发电；港口经营；燃气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

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酒店管

理；露营地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旅客票务代理；物业管理；停车场服

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

营；环保咨询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无船承运业务；从

事国际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供应链管理服务；

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土地整治服务；

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规划设计管理；工程管理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

开发；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私募基

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货物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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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的关系 

无关联关系，宜昌城投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邦普循环参股公司宜昌白洋

供热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为该参股公司提供全额担保，本次拟申请的

担保为按股权比例提供的反担保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宜昌城投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2,723,902.68 万

元，负债总额为 8,841,761.31 万元；2022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972,110.97

万元，净利润为 54,895.65 万元 

(四) 佛山华普气体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华普气体”） 

被担保方名称 佛山华普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6 月 18 日 

公司住所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南岸营头工业一巷北 1 号 102(住所申报) 

法定代表人 傅铸红 

注册资本 7,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气体

压缩机械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装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广东邦普持股 49%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邦普参股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华普气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3,338.14 万

元，负债总额为 6,524.94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235.21

万元。 

(五)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格林美”） 

公司名称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1 年 12 月 28 日 

公司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 A 栋 20 层 2008 号房 

法定代表人 许开华 

注册资本 478,352.2257 万元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2560129234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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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二次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生态环境材料、新能源材料、超细粉

体材料、光机电精密分析仪器、循环技术的研究、开发及高新技术咨询与服

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普通货运(不含危险物品，凭《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经营)；超细镍粉、超细钴粉的生产、销售及废旧电池的收集与

暂存(由分支机构经营)。塑木型材及铜合金制品的生产、销售及废线路板处

理(由分支机构经营)；废旧金属、电池厂废料、报废电子产品、废旧家电、

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废玻璃回收、处置

与销售(以上经营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的收集、贮存、

处置(以上经营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 

股权结构 控股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8.43%，其他股东持股 91.57% 

与本公司的关系 

无关联关系，格林美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港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参股

的青美邦项目提供全额担保，本次拟申请的担保为按股权比例提供的反担

保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格林美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421,165.89 万

元，负债总额为 1,129,787.32 万元；2022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1,513,923.8

万元，净利润为 77,097.78 万元。 

(六) 宜春时代新能源资源有限公司（简称“宜春资源”） 

公司名称 宜春时代新能源资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11 月 23 日 

公司住所 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春风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林久新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选矿，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

术推广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货物进出口，矿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与销售，锂矿资源的综合开

发、利用与加工，技术研发及锂材料的检测，锂系列产品出口业务，（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宜春资源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42,760.09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83,181.66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822.88 万元，净利润为

19,511.58 万元。 

(七) 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四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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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方名称 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10 月 15 日 

公司住所 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开区产业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 朱云峰 

注册资本 530,300.49 万元 

经营范围 

锂离子电池制造；电池制造；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

型材料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相关产品研发、制造；货物进出口；

软件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79.20%，洛阳国宏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0.8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四川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203,311.87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711,421.42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6,199,212.36 万元。 

(八) 宜宾三江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宜宾三江时代”） 

公司名称 宜宾三江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2 年 1 月 24 日 

公司住所 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开区产业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 朱云峰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电

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

发展；货物进出口；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四川时代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宜宾三江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83,125.26 万

元，负债总额为 77,000.04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6,125.22 万元。 

(九) 宁德时代（贵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贵州时代”） 

被担保方名称 宁德时代(贵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11 月 26 日 

公司住所 贵州省贵安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 8-12-18（1-2） 

法定代表人 蒋理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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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材料技术研

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电子专

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通用设备修理，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贵州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95,341.9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38,313.46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1,141.46

万元。 

(十) 厦门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厦门时代”） 

公司名称 厦门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2 年 3 月 24 日 

公司住所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同龙二路 942 号 413-30 

法定代表人 曲涛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厦门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93,205.33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4,041.72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1,036.39

万元。 

(十一) 山东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山东时代”） 

被担保方名称 山东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2 年 9 月 27 日 

公司住所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颜店镇颜店新城双创中心 2 号楼 408 室 

法定代表人 曲涛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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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山东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6,300 万元，负

债总额为 0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0 万元。 

(十二) 时代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简称“时代绿能”） 

公司名称 时代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 年 12 月 15 日 

公司住所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新港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 蒋安奕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

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

电技术服务；对外承包工程；节能管理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物联网技术研发；地理遥感信息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

察、设计、监理除外）；发电技术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机械电

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制造；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测绘服务；输电、供电、

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

用机场建设）；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施工；施工

专业作业；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时代绿能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4,448.9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5,338.05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161.03 万元，净利润为-

2,245.44 万元。 

(十三) 厦门新能安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厦门新能安”） 

公司名称 厦门新能安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7 月 7 日 

公司住所 厦门火炬高新区同翔高新城洪塘路 600 号 

法定代表人 贾琢成 

注册资本 1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制造；电容器及其配

套设备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

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货物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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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新能和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宁德时代间接持股

7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厦门新能安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36,804.20 万

元，负债总额为 524,315.31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330,352.77 万元，净

利润为 7,698.64 万元。 

(十四) 宜春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宜春时代”） 

公司名称 宜春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10 月 19 日 

公司住所 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春风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蒋理 

注册资本 234,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

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

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通用设备修理,信息系统运

行维护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85.47%，福建闽海时代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4.53%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宜春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03,199.37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23,301.67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2.05 万元，净利润为-

7,420.23 万元。 

(十五) 福鼎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福鼎时代”） 

被担保方名称 福鼎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1 月 14 日 

公司住所 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前岐镇薛桥村时代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刘恒华 

注册资本 4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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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福鼎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326,524.02 万

元，负债总额为 1,897,942.76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1,617,797.43 万元。 

(十六) 瑞庭时代（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瑞庭时代”） 

公司名称 瑞庭时代（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5 月 24 日 

公司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四平公路 168 号 3 幢、4 幢、5 幢 

法定代表人 曲涛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新能源科技、汽车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汽车零部件

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瑞庭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622,200.79 万

元，负债总额为 1,572,727.29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2,527,945.03 万元。 

(十七) 眉山时代力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眉山力泰”） 

被担保方名称 眉山时代力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2 年 2 月 16 日 

公司住所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修文镇进修路 8 号附 1 号 

法定代表人 吴锡雄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力泰锂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宁德时代间接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眉山力泰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811.65 万元，负

债总额为 109.58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297.93 万元。 

(十八) 宁德蕉城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蕉城时代”） 

被担保方名称 宁德蕉城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1 月 13 日 

公司住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飞鸾镇外环大通道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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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魏德福 

注册资本 2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

新材料技术研发；能量回收系统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工程和技术研

究和试验发展；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循环利用服务

技术咨询；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

发；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制造；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

制造；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

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

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通用设备修理；信息系统运行维护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蕉城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176,483.44 万

元，负债总额为 928,640.15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647,151.10 万元。 

(十九) 云南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南时代”） 

被担保方名称 云南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2 年 12 月 29 日 

公司住所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禄脿街道西华路 37 号 

法定代表人 曲涛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云南时代于 2022 年 12 月成立，暂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二十) 成都市新津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新津时代”） 

公司名称 成都市新津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2 月 1 日 

公司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普兴街道新科大道 168 号 

法定代表人 武志强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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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制造；电池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全资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宁德时

代间接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新津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11,710.29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80,822.03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545,035.59 万元。 

(二十一) 贵州时代矿业有限公司（简称“贵州矿业”） 

公司名称 贵州时代矿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住所 
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硒城街道办事处硒州大道经济开发区智能服务中心

434 号 

法定代表人 蒋理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一

般项目：其他采矿业；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选矿（除稀土、放射性

矿产、钨）；矿物洗选加工；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非金属

矿物制品制造（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贵州)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持股 90%，贵州磷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持股 10%（宁德时代间接持股 9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贵州矿业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2,463.89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9.18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55.28 万元。 

(二十二) 宁德时代未来能源（上海）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研究

院”） 

被担保方名称 宁德时代未来能源（上海）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8 月 18 日 

公司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园美路 58 号 1 幢 2 层 203、204 室 

法定代表人 曲涛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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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新能源科技及新材料领域内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软件

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技术进出口；专利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研究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1,799.03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1,461.79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8,280.59 万元，净利润为

177.23 万元。 

(二十三) 宁波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宁波邦普时代”） 

被担保方名称 宁波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9 月 16 日 

公司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二十九号办公楼 128 室 

法定代表人 李长东 

注册资本 378,947.3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锂电池材料、贵金属的

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

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广东邦普持股 48.45%，宁德时代持股 46.55% ，海南粤创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股 5%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宁波邦普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241,543.22

万元，负债总额为 2,444,625.99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1,422,448.70 万

元。 

(二十四) 中州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州时代”） 

被担保方名称 中州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2 年 9 月 26 日 

公司住所 洛阳市伊滨区司马光路与汉魏大道交叉口西 300 米 

法定代表人 曲涛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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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中州时代于 2022 年 9 月成立，暂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二十五) 成都金堂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金堂时代”） 

公司名称 成都金堂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7 月 7 日 

公司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成都-阿坝工业集中发展区成阿大道 13 号 

法定代表人 吴锡雄 

注册资本 7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金堂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34,456.89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67,796.49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127,722.97 万元，净利润

为-2,444.9 万元。 

(二十六) 时代思康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时代思康”） 

被担保方名称 时代思康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4 月 29 日 

公司住所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蛟洋镇蛟洋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 程思聪 

注册资本 112,95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其他未列明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

毒化学品）；专项化学用品制造（不含易制毒化学品）；其他日用化学产品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其

他未列明的化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货物或技术

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控股子公司龙岩思康新材料有限公司持股 100%（宁德时代间接持股

66%）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时代思康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81,816.65 万元，

负债总额为 83,582.38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16,231.70 万元，净利润为

-4,729.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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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贵州时代思康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贵州时代思康”） 

公司名称 贵州时代思康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2 年 1 月 18 日 

公司住所 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硒城街道办事处硒州大道智能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 程思聪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一

般项目：其他未列明制造业；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

发展；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

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日用化学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公司控股子公司龙岩思康新材料有限公司持股 100%（宁德时代间接持股

66%）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贵州时代思康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758.91 万

元，负债总额为 18.72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59.81 万

元。 

(二十八) 屏南润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屏南润能”） 

被担保方名称 屏南润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11 月 4 日 

公司住所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棠口镇凤林村溪角洋工业园区 1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岳利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金属制品

研发；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元器件与机

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

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屏南润能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1,687.3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081.69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1.10 万元，净利润为-1,259.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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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宁德时代（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智能科技”） 

公司名称 宁德时代（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7 月 21 日 

公司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 860 号 10 幢 

法定代表人 曲涛 

注册资本 22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智能科技、新能源科技、汽车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零部件研发；软件

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智能科技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8,237.89 万

元，负债总额为 84,416.45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23.58 万元，净利润为

-53,645.08 万元。 

(三十) 湖北宜化江家墩矿业有限公司（简称“江家墩矿业”） 

被担保方名称 湖北宜化江家墩矿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 年 4 月 25 日 

公司住所 宜昌市夷陵区樟村坪镇董家河村 

法定代表人 乔新华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磷矿开采及加工（按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核定内容经营；未取得相关有效许

可或批准文件的，不得经营）、销售；采选矿技术研发及相关技术咨询服

务；磷矿资源投资；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爆炸化学品及国家限制经营

的产品）、机械设备、汽车配件、建筑材料、电器设备、日用品批发。（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宜昌邦普宜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江家墩矿业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8,794.9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7,623.57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61,269.50 万元，净利润为

6,368.58 万元。 

(三十一) HongKong CBL Limited（普勤时代国际有限公司）（简称“普

勤时代国际”） 

被担保方名称 HongKong CBL Limited（普勤时代国际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1 月 25 日 

公司住所 Level 54 Hopewell CTR 183 ,Queen's RD East,Hong Kong 

董事 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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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 港元 

经营范围 
海外项目投资平台，拟投资项目属于矿山开发、有色冶炼、电池制造等新能

源电池生产的全产业链、国际贸易； 

股权结构 宁波普勤时代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普勤时代国际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444.16 万

元，负债总额为 2,242.22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339.33

万元。 

(三十二) Hong Kong Brunp And CATL Co., Limited（香港邦普时代新

能源有限公司）（简称“香港邦普时代”） 

被担保方名称 Hong Kong Brunp And CATL Co., Limited（香港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12 月 24 日 

公司住所 UNIT 2,LG1,MIRROR TOWER,61 MODY ROAD,TSIM SHA TSUI,KL 

董事 池鹏 

注册资本 10,000 港元 

经营范围 进出口贸易，专案投资，投资管理 

股权结构 宁波邦普时代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香港邦普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742,405.1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01,707.66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446,352.16 万元，

净利润为 131,677.19 万元。 

(三十三) CONTEMPORARY AMPEREX TECHNOLOGY 

KENTUCKY LLC（美国时代新能源科技（肯塔基）有限公司）（简

称“CATK”） 

被担保方名称 
CONTEMPORARY AMPEREX TECHNOLOGY KENTUCKY LLC（美国时

代新能源科技（肯塔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 年 9 月 10 日 

公司住所 1209 Orange Street, Wilmington (New Castle County), Delaware 19801. 

董事 曲涛  

注册资本 100 美元 

经营范围 锂离子电池生产与销售 

股权结构 CATL US Inc.持股 100%（宁德时代间接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CATK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9,471.09 万元，负债

总额为 14,721.46万元；2022年营业收入为 2,361.05万元，净利润为-3,992.51

万元。 

(三十四) Contemporary Amperex Technology Hungary Korlátolt 

Felelősségű Társaság（简称“C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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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方名称 Contemporary Amperex Technology Hungary Korlátolt Felelősségű Társaság 

成立日期 2022 年 2 月 4 日 

公司住所 4034 Debrecen, Vágóhíd utca 2 Lion Office Center. 2. ép. 2. em. 

董事 He Wei 

注册资本 8,500 EUR 

经营范围 Manufacture of batteries and accumulators 

股权结构 香港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宁德时代间接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CATH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9,716.93 万元，负

债总额为 20,610.16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860.63 万

元。 

(三十五) Contemporary Amperex Technology Thuringia GmbH（简称

“CATT”） 

被担保方名称 Contemporary Amperex Technology Thuringia GmbH 

成立日期 2018 年 9 月 11 日 

公司住所 Mainzerhofstrasse 12, 99084 Erfurt, Germany 

董事 张红叶 

注册资本 500 万欧元 

经营范围 锂离子动力电池的研发、生产 

股权结构 卢森堡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宁德时代间接持股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CATT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453,034.26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427,185.12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1,033,024.45 万元，净利

润为-6,735.53 万元。 

(三十六)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广东邦普”） 

被担保方名称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 年 12 月 7 日 

公司住所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智信大道 6 号 2 座、7 座、9 座 

法定代表人 李长东 

注册资本 13,274.0689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能量回收系统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

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

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

设计；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 64.7987%，李长东等其他股东持股 35.2013%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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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广东邦普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735,016.56 万

元，负债总额为 5,863,832.07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4,700,913.74 万元。 

(三十七) 宁德邦普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宁德邦普资源”） 

公司名称 宁德邦普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8 月 11 日 

公司住所 
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龙安工业区龙华委安洋西路 235 号龙安管委会 1 幢四

楼 

法定代表人 杨云广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

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

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邦普持股 100%（公司间接持股 64.7987%）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宁德邦普资源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9,930.79 万

元，负债总额为 15.73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84.41 万

元。 

(三十八) 宜昌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宜昌邦普循环”） 

被担保方名称 宜昌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10 月 15 日 

公司住所 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发展大道 57-5 号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6013 

法定代表人 王皓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

经营）；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

墨及碳素制品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邦普持股 100%（公司间接持股 64.7987%）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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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宜昌邦普循环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67,919.83 万

元，负债总额为 571,173.28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220,705.45 万元。 

(三十九)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宁德时代”） 

被担保方名称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16 日 

公司住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 曾毓群 

注册资本 244,047.100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燃料电池、动力电池、超大容量储能电池、

超级电容器、电池管理系统及可充电电池包、风光电储能系统、相关设备

仪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及售后服务；对新能源行业的投资；锂电池及相

关产品的技术服务、测试服务以及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厦门瑞庭投资有限公司 23.32%，其他股东持股 76.68%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宁德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0,095,235.19 万

元，负债总额为 42,404,318.99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32,859,398.75 万

元，净利润为 3,345,714.35 万元。 

(四十)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湖南邦普”） 

被担保方名称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 年 1 月 11 日 

公司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金宁东路 508 号 

法定代表人 巩勤学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新材料、电池及新能源的研发、生产、加工与销售；电池、废旧电池、塑料

及含有镍、钴、铜、锰的有色金属废物的收集、利用与销售；电子专用材料

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氢氧化锂生产（凭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除外）；

环保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邦普持股 100%（公司间接持股 64.7987%）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湖南邦普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582,032.48 万

元，负债总额为 1,003,553.41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1,880,409.28 万元。 

(四十一) Brunp（China）Recycling Technology Co., Limited（香港邦普

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香港邦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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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方名称 
Brunp（China） Recycling Technology Co., Limited（香港邦普循环科技有限

公司） 

成立日期 2015 年 11 月 5 日 

公司住所 
FLAT/RM 1804 BEVERLY HOUSE NOS 93-107 LOCKHART ROAD 

WANCHAI（香港湾仔骆克道 93-107 号比华利大厦 18 层 04 室） 

董事 李长东 

注册资本 10,000 港元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 

股权结构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邦普持股 100%（公司间接持股 64.7987%）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香港邦普循环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042,193.95

万元，负债总额为 2,028,715.59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

为-19,630.28 万元。 

(四十二) PT.INDONESIA PUQING RECYCLING TECHNOLOGY（印

尼普青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印尼普青”） 

被担保方名称 
PT.INDONESIA PUQING RECYCLING TECHNOLOGY（印尼普青循环科

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8 月 7 日 

公司住所 
Gedung Wisma Mulia Lt.41,Jl.Jend.Gatot Subroto No.42,Kuningan Barat 

Mampang Prapatan,Jakarta Selatan DKI Jakarta 

董事 唐红辉 

注册资本 2,130 万美元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池、废旧电池、塑料及含有

镍、钴、铜、锰的有色金属废物的收集、利用与销售；含锂化合物、镍钴化

合物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股权结构 
广东邦普持股 70%，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持股 15%，PT. Indonesia 

Morowali Industrial Park 持股 15%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印尼普青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9,739.43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6,826.17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99.83 万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中的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重要条款由公

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与相关债权人在以上额度内协商确定，并签署相关

合同，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四、对被担保方进行担保的说明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事项主要为满足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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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被担保对象为本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施加

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以及参股公司的合资方。 

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情况说明：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

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未另行设置反

担保措施。公司原则上将要求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同比例提供担保

或提供反担保措施或根据各自优势提供其他资源支持。 

参股公司担保情况说明：公司原则上将要求参股公司其他股东按照持股比例

同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反担保措施或根据各自优势提供其他资源支持，同时将要

求被担保对象提供反担保措施。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签订对外担保合同总额（不包

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为 106.01 亿元人民币，担保余额为 51.40 亿元人民币；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已签订担保合同总额为 697.82 亿元人民币，担保余额

为 471.77 亿元人民币。 

若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审批通过（按担保金额上限计算），以截止 2023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签订担保合同总额加上本次审议的新增担保总额进行

测算，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54.05 亿元人民币、公司向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581.14 亿元人民币。前述两项担保额分别为公司 2022 年

底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9.37%、96.13%。 

上述担保总额涉及外币的，按 2023 年 2 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折算。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

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六、决议有效期限及授权 

本次担保额度自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前有效，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士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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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担保额度的调剂事项，授权期限与决议有效

期相同。 

七、履行的审批程序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新增担保额度的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施加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以及参股公司的合资方，主要基于控股子公

司、参股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需要，有助于解决其资金需求，不会影响公

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拟为参股公司宁普时代电池科技有

限公司（下称“宁普时代”）提供担保事项，有利于宁普时代的业务发展，促进

其各项经营计划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长远利益，同时宁普时代的其他股东将

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或者提供反担保措施或根据各自优势提供其他资源支持，

担保公平、对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公司本次新增对外担保事项，有助于解决参

股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长远利益，同时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原

则上按股权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或者提供反担保措施或根据各自优势提供其他

资源支持。公司上述担保事项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同意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并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宁德时代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意见。上述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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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中信建投证券对宁德时代上述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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