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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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函中 

有关财务会计问题的专项说明 
 

致同专字（2021）第 351A016606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1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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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函》（审核函〔2021〕020254 号）（以下简称

“审核问询函”）已收悉。对审核问询函所涉及的财务会计问题，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申报会计师”）对宁德时代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公司”或“发行人”）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

现做专项说明如下： 

 

问题 2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2.51%、28.19%、26.50%

和 24.36%，持续下滑。存货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3.13%、16.01%、11.72%和

18.17%，占比持续提升，存货构成中库存商品占比分别为 17.01%、30.28%、33.59%

和 44.44%，占比持续提升，发出商品占比持续下降。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原材料价格波动、主营业务成本、各产品类

型毛利率变化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分析说明报告期内毛利率下滑的原因

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可比产品变动趋势一致，是否存在进一步下

滑风险；（2）结合在手订单、产销率变化情况等，说明存货规模持续增长、存

货构成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占比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2）相应风险。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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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结合原材料价格波动、主营业务成本、各产品类型毛利率变化情况，同

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分析说明报告期内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可比产品变动趋势一致，是否存在进一步下滑风险 

（一）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增幅与业务规模变动趋势保持一致，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主营业务收入 4,012,973.93 4,479,839.75 4,349,878.09 2,856,568.91 

主营业务成本 3,035,454.52 3,292,665.22 3,123,846.77 1,927,966.57 

主营业务收入增幅 162.64% 2.99% 52.28% 49.22% 

主营业务成本增幅 167.86% 5.40% 62.03% 52.98% 

报告期内，公司分产品毛利率和主营业务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1-6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动力电池 23.00% 26.56% 28.45% 34.10% 

储能电池 36.60% 36.03% 37.87% 19.01% 

电池材料 21.15% 20.45% 24.40% 23.05% 

主营业务毛利率 24.36% 26.50% 28.19% 32.51% 

由上表可见，公司储能电池、电池材料业务毛利率相对稳定，动力电池毛利

率有所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电池销量、销售单价、单位成本、毛利率及其

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1-6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销量（GWh） 38.63 44.45 40.25 21.18 

销售单价（元/Wh） 0.79 0.89 0.96 1.16 

单位成本（元/Wh） 0.61 0.65 0.69 0.76 

销售单价变动 -11.13% -7.47% -17.18% -17.72% 

单位成本变动 -6.82% -5.02% -10.09% -16.26% 

毛利率 23.00% 26.56% 28.45% 34.10% 

毛利率变动量 -3.56% -1.90% -5.6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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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1年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亿纬锂能 25.30% 29.01% 29.72% 23.74% 

欣旺达 16.64% 14.86% 15.35% 14.83% 

国轩高科 19.88% 25.23% 32.54% 29.19% 

孚能科技 5.28% 15.92% 23.49% 5.59% 

平均值 16.78% 21.26% 25.27% 18.34% 

宁德时代 27.26% 27.76% 29.06% 32.79% 

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电池业务毛利率与同行业公司可比产品的比较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1-6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亿纬锂能-锂离子电池 22.95% 26.13% 23.76% 17.64% 

欣旺达-汽车及动力电池类 6.76% -14.85% 11.31% 13.44% 

国轩高科-动力锂电池 19.27% 24.72% 33.37% 28.80% 

孚能科技-动力电池系统 -7.53% 9.81% 22.72% 3.56% 

平均值 16.33% 20.22% 22.79% 15.86% 

公司动力电池毛利率 23.00% 26.56% 28.45% 34.10% 
注：同行业公司类似业务毛利率平均值计算剔除了为负的情形，数据来源相关公司年报、

半年报、招股说明书。 

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电池毛利率与同行业公司可比产品毛利率均值变动趋势

基本一致。受益于客户优势、品牌优势及规模效应、技术优势带来的成本竞争力，

公司动力电池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公司可比产品毛利率均值。 

（三）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电池毛利率有所下降，主要由于销售单价、单位成本均

有所下降，但销售单价下降的幅度大于单位成本下降幅度，有关情况如下： 

1、动力电池价格下降是新能源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近年来，受益于技术进步、消费者习惯改变、产业政策推动等因素影响不断

深入，全球新能源车行业快速发展，但与传统燃油车相比，新能源车仍有成本相

对较高等特点。动力电池是新能源车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和核心部件，占新能源车

成本比例较高，动力电池价格下降是新能源车成本下降及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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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价格持续下降，有助于推动油电平价时代到来，实现新能源车替代燃油

车的全面电动化，并推动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报告期内，动力电池市场价格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具体如下： 

 
数据来源：GGII 

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电池销售单价分别为 1.16 元/Wh、0.96 元/Wh、0.89 元

/Wh 及 0.79 元/Wh，价格变动与行业趋势基本一致。 

2、技术进步、规模效应等因素共同推动动力电池成本下降 

根据 GGII 数据，全球汽车电动化渗透率由 2015 年 0.8%增长到 2020 年的

4.1%。2021 年 1-6 月中国新能源车渗透率达 11.6%。新能源车替代燃油车的趋势

愈发明显，全球新能源车渗透率大幅提升。动力电池生产成本下降是其销售价格

下降的先决条件，技术进步、规模效应等因素共同推动动力电池成本下降。 

技术进步能够有效降低动力电池产品单位成本。一方面，通过材料体系创新

以及工艺流程优化，可以降低材料单耗、提高产品良品率、提升能量密度，进而

降低单位成本；另一方面，通过系统结构创新，如采用 CTP 技术，将电芯直接集

成到电池包，省去电池模组组装环节，降低动力电池的制造成本，有效提高电动

车的续航里程和经济性。 

动力电池行业具有较高的规模壁垒，产能规模大的电池企业在原材料采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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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运营方面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动力电池市场向优势产能进一步集中，规模

效应带来动力电池成本持续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电池单位成本分别为 0.76 元/Wh、0.69 元/Wh、0.65 元/Wh

和 0.61 元/Wh，单位成本变动情况与行业趋势基本一致。 

3、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成本和毛利率的影响 

锂电池成本结构中主要是直接材料成本，因此原材料价格变动将导致动力电

池生产成本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毛利率。动力电池主材包括正极材料、负极材料、

隔膜及电解液等。2018 年至 2020 年，四大主材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受行业快

速发展影响，部分原材料出现了短期供需不平衡的情况，2021 年以来价格有所上

涨。 

报告期内四大主材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1）正极材料 

公司使用的正极材料以三元正极材料（NCM）、磷酸铁锂（LFP）为主，近

年来正极材料价格走势如下： 

 
数据来源：GGII 

上图可见，正极材料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2021 年上半年，受行业全面景气

和部分材料供需不平衡等因素影响，正极材料价格呈反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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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极材料 

公司使用的负极材料以石墨为主，近年来主要类型的石墨价格走势如下： 

 
数据来源：GGII 

上图可见，近年负极材料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2021 年上半年，受行业全面

景气影响，负极材料价格有所提升。 

（3）电解液 

近年来电解液价格走势如下： 

 
数据来源：GG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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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可见，2018 年至 2020 年电解液价格总体平稳，但 2020 下半年以来价格

上升较快。 

（4）隔膜  

近年来隔膜价格走势如下： 

 
数据来源：GGII 

上图可见，近年来隔膜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2021 年以来价格企稳。 

2021 年 1-6 月，受产业链部分上游材料短期供需不平衡影响，正极材料、电

解液等原材料价格有所上涨，使得公司 2021 年上半年毛利率有所降低。 

（四）公司已积极采取多种方式应对毛利率下降的风险，并进行风险提示 

公司已积极采取多种方式应对毛利率下降的风险，主要包括：依托规模效应，

公司持续加强供应链合作关系及成本管控能力；依托技术优势，公司不断加大技

术研发投入，采取多种措施改进生产工艺、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品竞争力、降

低单位成本；依托广泛的客户资源，公司持续深化与上汽、吉利等国内主流品牌

车企以及特斯拉（Tesla）、宝马（BMW）等国际品牌车企的合作；公司海外业务

以及储能业务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效，将进一步加大对海外市场的开拓。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尽管毛利率有所下滑，盈

利能力仍保持在较好水平。此外，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对毛利率下降的风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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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二、结合在手订单、产销率变化情况等，说明存货规模持续增长、存货构成

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占比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公司存货周转情况良好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6月末 
/2021年1-6月 

2020年末 
/2020年度 

2019年末 
/2019年度 

2018年末 
/2018年度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存货 2,416,570.58 82.73% 1,322,464.10 15.19% 1,148,054.99 62.24% 707,610.18 

营业成本 3,206,173.53 133.74% 3,634,915.36 11.90% 3,248,276.05 63.21% 1,990,228.42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规模随着订单的增加而增长，相应各期末存货账面价值

增加。在满足客户订单和安全库存的前提下，公司结合市场需求，适度生产备货。

公司的存货增长规模与业务发展规模相匹配。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情况如下： 

财务指标 2021年1-6月 
（年化）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存货周转率（次） 3.43 2.94 3.50 3.79 
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周转率

（次） 5.49 4.64 5.40 6.33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需求旺盛，存货周转速度较快。公司存货周转周期约为

3-4 个月，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周转周期约为 2-3 个月。2020 年，受疫情影响，新

能源车行业发展有所放缓，存货周转率略有下降。2021 年 1-6 月，随着新能源车

行业快速发展，存货周转率有所回升。 

（二）公司产销率情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生产量、销售量及产销率情况如下： 

单位：GWh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生产量 60.34 51.71 47.26 26.02 

销售量 44.42 46.84 40.96 21.31 

产销率 73.62% 90.58% 86.67% 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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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综合考虑客户订单和市场需求情况制定产品生产计划，在满足客户订单

和安全库存的前提下，公司结合市场需求，适度储备原材料并进行生产。2018 年

至 2020 年，公司产销率均高于 80%且逐年上升，公司产销率情况良好。 

根据工信部公开的统计数据，2018 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存在季节波动，

由于行业处于快速增长期，下半年市场规模通常大于上半年，具体如下： 

 

2021 年以来新能源车行业快速发展，公司为下半年的销售进行备货，因此

2021 年 1-6 月产销率略低于以前年度，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产成品（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合计占存货金额的比例

分别 63.53%、65.64%、61.38%和 63.10%，占比基本稳定。存货构成中发出商品占

比分别为 46.52%、35.36%、27.79%和 18.66%，发出商品占比有所下降。报告期内

发出商品的余额略有增加，其占存货比例变化受到公司经营规模、生产备货安排、

物流和客户验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2021 年 6 月末发出商品的占比有所降低，主

要是因为公司为下半年销售备货，库存商品余额和占比提升。 

（三）公司客户关系良好 

公司与特斯拉（Tesla）、标致雪铁龙（PSA）、上汽、蔚来等客户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拥有业内最广泛的客户基础。公司根据整车企业的需求，与

其进行技术交流和方案对接，经过充分测试验证后，方可建立定点供应关系，并

相应确定供货商品的品种、型号、价格等事项，一旦定点供应关系建立后，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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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一定周期内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已与多家国内外知名整车企业建立定点供应关系，销售部门根据定点客

户的具体订单需求，按照公司业务流程签订供货合同，并向客户提供相应产品及

售后服务。随着新能源行业和公司业务发展，目前公司产品需求旺盛，订单情况

良好。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6 月，工信部公布的新能源车型有效目

录分别包括 3,800 余款、4,600 余款、6,800 余款和 2,400 余款车型，其中由公司配套

动力电池的车型占比分别约为 29%、41%、50%和 50%，公司是配套车型最多的动

力电池厂商。 

三、补充披露（1）（2）相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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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6 月，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32.79%、

29.06%、27.76%和 27.26%，公司毛利率的变动是各产品销售单价和单位成本变动

综合影响的结果。在新能源车快速发展的行业趋势下，受动力电池技术进步、产

能快速提升等因素推动动力电池价格持续下降，导致公司毛利率有所下降。2021

年上半年，受锂、镍、钴等大宗商品及化工原料价格上涨影响，正极材料、电解

液等价格有所上涨，对公司 2021 年上半年毛利率造成一定影响。若市场竞争加剧

及供应链波动等因素使得公司产品售价或原材料采购价格发生不利变化，公司毛

利率存在进一步下降的风险。 

十、存货规模增长及存货减值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导致存货规模相应增长。报告期各期末，

发行人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707,610.18 万元、1,148,054.99 万元、1,322,464.10 万元

和 2,416,570.58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3.13%、16.01%、11.72%和 18.17%，

主要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和自制半成品等。公司存货规模增长会占

用一定的流动资金，若不能有效进行存货管理，将可能导致公司运营效率降低的

风险。适量的存货有助于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但若原材料、库存商品价

格出现大幅下降或者供需发生不利变化、发出商品未能及时结转收入，公司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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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存货减值的风险，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各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主营业务成本、各产品类型毛利率变化情

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分析报告期内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2、获取公司报告期内存货的构成情况、存货周转率、存货及营业成本增幅、

客户订单等信息，分析存货规模持续增长原因、存货构成及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

占比发生变化的原因；获取公司报告期内各期主要产品产销数据，分析存货结构

的影响因素。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动力电池毛利率下降所致，系报

告期内动力电池销售价格下降幅度超过单位成本下降幅度。 

2、在新能源汽车大规模推广应用的行业趋势下，受技术进步、产能快速提

升等因素推动，动力电池成本及价格下降，是新能源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此外，原材料供需不平衡导致的价格波动也对公司毛利率有一定影响。 

3、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电池毛利率与同行业公司可比产品毛利率均值变动

趋势基本一致。公司动力电池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公司可比产品毛利率均值，与公

司领先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相符，具有合理性。 

4、随着业务规模的增长，发行人存货规模持续增长；结合在手订单及产销

率变化情况，公司存货规模及结构的变化具有合理性。 

问题 3 

发行人本次发行拟募集 582 亿元，其中 419 亿元用于福鼎时代锂离子电池生

产基地项目（以下简称福鼎项目）等 5 个电池生产项目。福鼎项目部分土地产权

证正在办理中。依据发行人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动力电池及储能系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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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能 65.45GWh，在建产能 92.50GWh。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将新增锂离子电池

年产能约 137GWh、储能电柜年产能约 30GWh。5 个电池生产项目建设周期在

24 个月至 48 个月之间，预计内部收益率（税后）在 16.04%至 16.98%之间。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最近一年及一期新增产能的单位投资成本变

化情况，说明 5 个电池生产项目单位投资成本差异原因及合理性，本次募投项目

投资规模的合理性；（2）各项投资构成中拟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是否属于资

本性支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比例是否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

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3）福鼎项目预计取得全部土地

的时间、是否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如无法取得项目用地拟采取的替代措施及

对募投项目的影响；（4）5 个生产项目中 3 个由新设成立的公司实施。请发行人

说明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否已取得项目实施所需的生产、排污等资质许可，各

项目建设及实施的相关资质许可是否已全部取得，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5）

本次募投项目资金缺口 110.53 亿元的解决方式，相关资金能否按计划投入及具体

的保障措施，并结合发行人在建项目实施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具有同时实施多个

募投项目的人员、技术储备和研发管理能力等；（6）结合近年来发行人市场占

有率，产量、销量、市场需求变化情况，募投项目的建设周期，固态电池、钠离

子电池、氢燃料电池等技术发展路径对现有动力及储能电池领域带来的影响等因

素，论证说明募投项目产能大幅扩张的规模合理性；（7）结合近年来产品销售

单价，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等原材料价格、锂电池产品毛利变化情况，说

明募投项目效益预测测算过程、所使用的产品单价等参数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

并结合发行人现有业务、同行业公司相关业务盈利情况，说明效益测算是否合理

审慎；（8）量化分析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3）（4）（6）（7）（8）相应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2）（7）（8）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4）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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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各项投资构成中拟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比例是否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

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820,000 万元（含本数），在扣除发行费

用后拟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董事会前已

投入金额 
项目预计仍

需投入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1 福鼎时代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  1,837,260 308,312  1,528,948  1,520,000 

2 广东瑞庆时代锂离子电池生产项目

一期 1,200,000 21,918  1,178,082  1,170,000 

3 江苏时代动力及储能锂离子电池研

发与生产项目（四期） 1,165,000 299,990  865,010  650,000 

4 宁德蕉城时代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

基地项目（车里湾项目） 731,992 182,837  549,155  540,000 

5 宁德时代湖西锂离子电池扩建项目

（二期） 361,060 46,925  314,135  310,000 

6 宁德时代新能源先进技术研发与应

用项目 700,000 - 700,000  700,000 

7 补充流动资金 930,000 - 930,000  930,000 
合计 5,820,000 

（一）福鼎时代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 

福鼎时代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比例 是否资本性支出 

一 建筑工程费 650,076 35.38% 是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6,247 2.52% 是 

三 预备费 9,077 0.49% 否 

四 设备购置及安装 1,108,136 60.31% 是 

五 铺底流动资金 23,724 1.29% 否 

总投资金额 1,837,260 100.00% - 

上述项目，除预备费和铺底流动资金为非资本性支出，其余均为资本性支出。

该项目募集资金投向包含资本性支出 1,496,148万元和非资本性支出 23,8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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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瑞庆时代锂离子电池生产项目一期 

广东瑞庆时代锂离子电池生产项目一期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比例 是否资本性支出 

一 建筑工程费 293,644 24.47% 是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477 1.71% 是 

三 预备费 5,879 0.49% 否 

四 设备购置及安装 580,000 48.33% 是 

五 铺底流动资金及原材料储

备 300,000 25.00% 否 

总投资金额 1,200,000 100.00% - 

上述项目，除预备费和铺底流动资金为非资本性支出，其余均为资本性支出。

该项目募集资金投向包含资本性支出 872,203万元和非资本性支出 297,797 万元。 

（三）江苏时代动力及储能锂离子电池研发与生产项目（四期） 

江苏时代动力及储能锂离子电池研发与生产项目（四期）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比例 是否资本性投入 

一 建筑工程费 278,710 23.92% 是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72,980 6.26% 是 

三 预备费 53,810 4.62% 否 

四 设备购置及安装 724,500 62.19% 是 

五 铺底流动资金 35,000 3.00% 否 

总投资金额 1,165,000 100.00% - 

上述项目，除预备费和铺底流动资金为非资本性支出，其余均为资本性支出。

该项目募集资金投向包含资本性支出 568,029万元和非资本性支出 81,971 万元。 

（四）宁德蕉城时代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车里湾项目） 

宁德蕉城时代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车里湾项目）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比例 是否资本性投入 

一 建筑工程费 285,092 38.9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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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比例 是否资本性投入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618 2.82% 是 

三 预备费 4,291 0.59% 否 

四 设备购置及安装 412,020 56.29% 是 

五 铺底流动资金 9,972 1.36% 否 

总投资金额 731,992 100.00% - 

上述项目，除预备费和铺底流动资金为非资本性支出，其余均为资本性支出。

该项目募集资金投向包含资本性支出 534,893万元和非资本性支出 5,107 万元。 

（五）宁德时代湖西锂离子电池扩建项目（二期） 

宁德时代湖西锂离子电池扩建项目（二期）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比例 是否资本性投入 

一 建筑工程费 180,060 49.87% 是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3,148 3.64% 是 

三 预备费 9,003 2.49% 否 

四 设备购置及安装 142,272 39.40% 是 

五 铺底流动资金 16,576 4.59% 否 

总投资金额 361,060 100.00% - 

上述项目，除预备费和铺底流动资金为非资本性支出，其余均为资本性支出。

该项目募集资金投向包含资本性支出 288,556万元和非资本性支出 21,444 万元。 

（六）宁德时代新能源先进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 

宁德时代新能源先进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占比 是否资本性投入 

一 研发设备购置 338,139 48.31% 是 

二 软件安装 11,861 1.69% 是 

三 项目运营经费 350,000 50.00% 否 

总投资金额 700,000 100.00% - 

该项目中研发设备购置和软件安装为资本性支出，项目运营经费预计主要为

非资本性支出。该项目募集资金投向包含资本性支出 350,000 万元和非资本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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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0 万元。 

（七）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规模等情况，公司拟将本次募集

资金中的 93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820,000 万元（含本数），其中拟使用募

集资金投入非资本性部分合计金额为 1,710,171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29.38%，

未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30%，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

资行为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投入非资

本性部分金额 
1 福鼎时代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  1,837,260 1,520,000 23,852 

2 广东瑞庆时代锂离子电池生产项目一期 1,200,000 1,170,000 297,797 

3 江苏时代动力及储能锂离子电池研发与

生产项目（四期） 1,165,000 650,000 81,971 

4 宁德蕉城时代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项目（车里湾项目） 731,992 540,000 5,107 

5 宁德时代湖西锂离子电池扩建项目（二

期） 361,060 310,000 21,444 

6 宁德时代新能源先进技术研发与应用项

目 700,000 700,000 350,000 

7 补充流动资金 930,000 930,000 930,000 

合计 5,820,000 1,710,171 

本次发行部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有效提升公司净资产规模，降低

资产负债率，改善资本结构，增强财务稳健性，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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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近年来产品销售单价，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等原材料价格、

锂电池产品毛利变化情况，说明募投项目效益预测测算过程、所使用的产品单价

等参数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并结合发行人现有业务、同行业公司相关业务盈利

情况，说明效益测算是否合理审慎 

（一）近年来产品销售单价，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等原材料价格、锂

电池产品毛利变化情况 

1、近年来产品销售单价、毛利率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6.48%、90.10%、92.35%和 87.57%，是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的主要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销售收入、销量及单价情况如下：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销售收入（万元） 3,514,352.01 4,136,927.08 3,919,360.81 2,470,492.62 

销量（GWh） 44.42 46.84  40.96  21.31  

单价（元/Wh） 0.79 0.88  0.96  1.16  

毛利率 24.81% 27.00% 28.60% 33.99% 

在新能源车行业快速发展的趋势下，受动力电池技术进步、产能快速提升、

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推动，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价格有所下降，公司毛利率有所

下降。2021 年上半年，受锂、镍、钴等大宗商品及化工原料价格上涨影响，正极

材料、电解液等价格有所上涨，使得公司 2021 年上半年毛利率有所降低。 

2、近年来原材料价格情况 

锂电池主材包括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及电解液等。2018 年至 2020 年，

四大主材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受行业快速发展影响，部分原材料的短期供需不

平衡的情况较为突出，2021 年以来价格有所上涨。公司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

膜、电解液等主要原材料的市场价格波动情况参见本回复“问题 2”之“一、结合

原材料价格波动、主营业务成本、各产品类型毛利率变化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

情况，分析说明报告期内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可比产品变动趋势一致，是否存在进一步下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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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对比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毛利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比较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1 年 1-6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亿纬锂能-锂离子电池 22.95% 26.13% 23.76% 17.64% 

欣旺达-汽车及动力电池类 6.76% -14.85% 11.31% 13.44% 

国轩高科-动力锂电池 19.27% 24.72% 33.37% 28.80% 

孚能科技-动力电池系统 -7.53% 9.81% 22.72% 3.56% 

平均值 16.33% 20.22% 22.79% 15.86% 

公司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毛利率 24.81% 27.00% 28.60% 33.99% 

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毛利率与同行业公司毛利率均值变动趋

势基本一致。受益于客户优势、品牌优势及规模效应、技术优势带来的成本竞争

力，公司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公司毛利率均值。 

（二）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效益预测测算合理、审慎 

在营业收入测算中，公司充分考虑了公司历史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行业发展

状况，以谨慎性为原则进行估计。项目的总成本费用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外购

燃料动力费用、人工成本、折旧摊销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原材料成本

占比最高，原材料及燃料动力成本参考公司报告期内同类产品主要原材料和动力

耗用情况、市场价格以及采购价格确定。 

根据上述测算，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产能建设项目的测算过程及主要参数情

况如下：  

项目 
福鼎时代锂离

子电池生产基

地项目 

广东瑞庆时代

锂离子电池生

产项目一期 

江苏时代动力

及储能锂离子

电池研发与生

产项目（四

期） 

宁德蕉城时代

锂离子动力电

池生产基地项

目（车里湾项

目） 

宁德时代湖西

锂离子电池扩

建项目（二

期） 

达产后各年度平均

收入（万元） 3,473,488.90 1,815,970.08 1,950,000.00 1,897,854.68 1,021,831.01 

达产后各年度平均

总成本（万元） 3,084,617.22 1,608,947.54 1,685,046.29 1,714,082.85 896,423.66 

达产后各年度平均

净利润（万元） 311,839.01 166,289.00 189,053.33 145,963.00 100,306.19 

达产后各年度平均

毛利率 21.11% 21.16% 17.80% 21.75%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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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福鼎时代锂离

子电池生产基

地项目 

广东瑞庆时代

锂离子电池生

产项目一期 

江苏时代动力

及储能锂离子

电池研发与生

产项目（四

期） 

宁德蕉城时代

锂离子动力电

池生产基地项

目（车里湾项

目） 

宁德时代湖西

锂离子电池扩

建项目（二

期） 

达产后各年度平均

净利率 8.98% 9.16% 9.70% 7.69% 9.82% 

内部收益率（税

后） 16.91% 16.14% 16.04% 16.93% 16.98% 

本次募投项目的效益测算充分考虑了公司历史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行业发展

状况，包括 2021 年以来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公司测算使用的达产后各年

度平均毛利率低于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毛利率，测算依据和结果合

理、谨慎。 

（三）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类似募投项目相比，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较

为谨慎 

同行业上市公司近年来类似募投项目的效益测算情况如下： 

项目 国轩高科 亿纬锂能 孚能科技 

投资项目 

国轩电池年产

16GWh高比能动

力锂电池产业化

项目 

国 轩 南 京 年 产

15GWh动力电池系

统生产线及配套建

设 项 目 （ 一 期

5GWh） 

庐江国轩新能源

年产 2GWh 动力

锂电池产业化项

目 

荆门亿纬创能储能动

力锂离子电池项目 
高性能动力锂电

池项目 

项目总投

资金额

（万元） 
586,291 204,568 91,549 215,784 525,626 

内部收益

率 19.57% 25.97% 25.94% 15.34% 12.80% 

本次募投项目的内部收益率介于 16%~17%区间，处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类似募

投项目内部收益率的区间内，本次募投项目综合效益测算合理、审慎。 

三、量化分析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募投产能建设项目新增折旧摊销金额及占新增营业收入、新增净利润的

比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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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福鼎时代锂

离子电池生

产基地项目 

广东瑞庆时

代锂离子电

池生产项目

一期 

江苏时代动

力及储能锂

离子电池研

发与生产项

目（四期） 

宁德蕉城时

代锂离子动

力电池生产

基地项目

（车里湾项

目） 

宁德时代湖西

锂离子电池扩

建项目（二

期） 

合计 

生产经营期

年平均折旧

摊销小计① 
118,641.29 60,216.71 84,508.68 43,904.34 18,931.50 326,202.52 

达产后各年

度平均收入

② 
3,473,488.90 1,815,970.08 1,950,000.00 1,897,854.68 1,021,831.01 10,159,144.67 

达产后各年

度平均净利

润③ 
311,839.01 166,289.00 189,053.33 145,963.00 100,306.19 913,450.53 

生产经营期

年平均折旧

摊销额/达产

后各年度平

均收入(=①/
②) 

3.42% 3.32% 4.33% 2.31% 1.85% 3.21% 

如上表可见，本次募投项目中产能建设项目生产经营期年平均新增折旧摊销

占达产后各年平均新增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42%、3.32%、4.33%、2.31%及 1.85%，

平均占比为 3.21%，占比较低。扣除折旧摊销费用后，本次募投项目中产能建设

项目达产后预计仍能实现较好的净利润水平，经济效益良好。 

本次募投项目中研发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将通过增强技术实力、推动

产品创新、降低生产成本等方式提升公司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宁德时代新能源

先进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的投资资金总额为 700,000 万元，包括研发设备购置等支

出 350,000 万元。根据公司折旧政策，设备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不低于 3 年，即预

计本次募投的研发类项目每年新增折旧额不超过 120,000 万元，占本次募投产能建

设项目达产后各年平均新增收入合计数的比例低于 1.18%，占比较小。 

综上所述，本次募投项目经济效益良好，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会计师主要采取了如下核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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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阅发行人的募投项目投资构成、可行性研究报告、董事会前的投资明

细、项目预计建设进度等，分析各项投资构成中拟使用募集资金的构成情况等； 

2、取得公司销售收入、销量、单价变动等情况，查阅市场原材料价格变动

趋势，复核各募投项目投资明细和效益测算过程及测算结果，获取公司及同行业

可比公司业务情况，确认各募投项目测算过程的合理性与审慎性等； 

3、查阅发行人各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构成、建设进度等情况，

分析新增折旧摊销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等。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比例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

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的规定。 

2、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合理、审慎。 

3、本次募投项目经济效益良好，预计能够覆盖新增折旧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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