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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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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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宁德时代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证券”或“保荐机构”）对宁德时代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情况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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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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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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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拟新增的担保额度为 981.26 亿元人民

币、23.71 亿美元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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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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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人民

币 
1.97  16.55 1.9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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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宁德 

时代 

中材锂膜

有限公司

及其全资

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问鼎投资有

限公司之参股公

司 

55.71% 
人民

币 
- 2.20 0.26% 否 

3 
广东 

邦普 
华普气体 

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广东邦普参股

公司 

42.44% 
人民

币 
- 0.98 0.12% 否 

4 

宁波

邦普

时代 

格林美 

无关联关系，格

林美为青美邦项

目提供一笔担

保，本笔担保为

反担保 

52.62% 美元 - 0.35 0.26% 否 

5 

宁波

邦普

时代 

IWIP 
宁波邦普时代参

股公司 
56.71% 美元 - 0.20 0.15% 否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1 
宁德 

时代 

宜春资源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1.78% 

人民

币 
-    113.70  13.45% 否 

2 
宁德 

时代 

宜宾三江

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 

人民

币 
-    103.20  12.21% 否 

3 
宁德 

时代 
四川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90.59% 

人民

币 
73.50  98.50  11.65% 否 

4 
宁德 

时代 
福鼎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89.30% 

人民

币 
38.18  73.00  8.64% 否 

5 
宁德 

时代 

宜昌邦普

时代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17.57% 

人民

币 
-    44.79 5.30% 否 

6 
宁德 

时代 

厦门新能

安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54.16% 

人民

币 
-    36.40  4.31% 否 

7 
宁德 

时代 
宜春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0.12% 

人民

币 
1.74  31.90  3.77% 否 

8 
宁德 

时代 
江苏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65.65% 

人民

币 
-    27.00  3.19% 否 

9 
宁德 

时代 
新津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53.10% 

人民

币 
-    24.00  2.84% 否 

10 
宁德 

时代 

宜昌邦普

宜化及其

子公司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99.21% 

人民

币 
-    23.13   2.74% 否 

11 
宁德 

时代 
厦门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 

人民

币 
-    22.40  2.65% 否 

12 
宁德 

时代 
蕉城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76.65% 

人民

币 
22.12  21.90  2.59%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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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宁德 

时代 
贵州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 

人民

币 
-    21.00  2.48% 否 

14 
宁德 

时代 
锦州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 

人民

币 
-    20.00  2.37% 否 

15 
宁德 

时代 
瑞庭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81.56% 

人民

币 
-    18.80  2.22% 否 

16 
宁德 

时代 
贵州矿业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 

人民

币 
-    10.80  1.28% 否 

17 
宁德 

时代 
瑞庆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74.85% 

人民

币 
3.77  10.00  1.18% 否 

18 
宁德 

时代 
金堂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60.97% 

人民

币 
-    10.00  1.18% 否 

19 
宁德 

时代 
时代思康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34.10% 

人民

币 
4.67  10.00  1.18% 否 

20 
宁德

时代 

时代永福

及其全资

子公司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13.42% 

人民

币 
-    8.25  0.98% 否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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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9.59

% 
美元 -    8.09  6.08% 否 

22 
宁德 

时代 
CATT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93.94% 欧元 4.25  5.00  4.19% 否 

23 
宁德 

时代 

贵州时代

思康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 

人民

币 
-    5.00  0.59% 否 

24 
宁德 

时代 

上海智能

科技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29.97% 

人民

币 
-    4.70  0.56% 否 

25 
宁德 

时代 
屏南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74.40% 

人民

币 
2.57  4.57  0.54% 否 

26 
宁德

时代 

宁波邦普

时代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38.29% 

人民

币 
- 1.63 0.19%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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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8% 美元 4.90    2.94  2.21% 否 

28 
宁德 

时代 
CATK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112.68% 美元 -    0.50  0.38% 否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1 
广东

邦普 

宁德邦普

资源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0.20% 

人民

币 
-  87.03  10.30% 否 

2 
广东

邦普 

宜昌邦普

时代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17.57% 

人民

币 
-    46.62   5.5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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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湖南

邦普

/湖

南邦

普汽

车 

广东邦普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63.04% 

人民

币 
14.07   29.66  3.51% 否 

4 
广东

邦普 

宜昌邦普

宜化及其

子公司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99.21% 

人民

币 
-    24.07 2.85% 否 

5 

广东

邦普

/湖

南邦

普 

宜昌邦普

循环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72.87% 

人民

币 
12.00  16.10  1.91% 否 

6 
广东

邦普 

宁波邦普

循环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81.03% 

人民

币 
3.98   7.95  0.94% 否 

7 

时代

永福

科技

有限

公司 

时代永福

控股子公

司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 

人民

币 
-    3.76  0.44% 否 

8 
广东

邦普 

宁波邦普

时代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38.29% 

人民

币 
- 1.67 0.20% 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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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9.59

% 
美元 -    8.42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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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8% 美元 5.10  3.06  2.30% 否 

11 
广东

邦普 
印尼普青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2.77% 美元 -    0.15  0.11% 否 

注：1、上述预计的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子公司对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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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格林美为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情况，其他被担保方均为截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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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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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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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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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82.62 万元，负债总额为 34,750.65 万元，净资产为 52,131.97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1,642.24 万元，净利润为-428.03 万元。 

(二) 中材锂膜有限公司（简称“中材锂膜”） 

公司名称 中材锂膜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3月10日 

公司住所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经济开发区顺河西路368号 

法定代表人 白耀宗 

注册资本 226,503.1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锂离子电池隔膜的研究、制造与销售；经营本企业相关产品的进出

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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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问鼎投资有限公司3.8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

59.43%，其他股东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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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全资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问鼎投资有限公

司的参股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材锂膜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17,998.31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44,292.77 万元，净资产为 273,705.54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116,701.02 万元，净利润为 8,789.78 万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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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普气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2,245.8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5,197.47 万元，净资产为 7,048.41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

净利润为 48.41 万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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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其他股东持股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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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格林美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253,669.39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711,974.28 万元，净资产为 1,541,695.11 万元；2021 年前三季度营

业收入为 1,289,182.48 万元，净利润为 75,163.19 万元。 

(五) PT INDONESIA WEDA BAY INDUSTRIAL PARK（印尼纬达贝工业

园区有限公司）（简称“IWIP”） 

公司名称 PT INDONESIA WEDA BAY INDUSTRIAL PARK（印尼纬达贝工业

园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2月9日 

公司住所 Sopo Del Office Tower A Lantai 21 Jalan Mega Kuningan Barat III LOT 

10 1-6 Kawasan Mega Kuningan, Kel. Kuningan Timur, Kec.Setiabudi, 

Kota Adm. Jakarta Selatan, Prov. DKI Jakarta 

法定代表人 项炳和 

注册资本 6,000万美元 

经营范围 

1. 工业园区 

2. 固体，液体和气体燃料以及与之相关的产品的大型贸易 

3. 建筑设备租赁（含操作员） 

4. 金属和金属矿石的大型贸易 

股权结构 
香港邦普时代持股20%，永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石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他股东持股8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控股子公司香港邦普时代参股公司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IWIP 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6,366.79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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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为 14,951.64 万美元，净资产为 11,415.15 万美元；2021 年营业收入 

17,577.88 万美元，净利润为 3,640.07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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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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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宜春资源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8,464.53 万元，负

债总额为 682.79 万元，净资产为 37,781.75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

净利润为 515.75 万元。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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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报表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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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三江时代于 2022 年 3 月成立，暂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八) 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四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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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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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四川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919,888.6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739,174.48 万元，净资产为 180,714.20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608,188.36 万元，净利润为 38.63 万元。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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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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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福鼎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50,574.76 万元，

负债总额为 670,285.30 万元，净资产为 80,289.46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19,710.54 万元。 

(十) 宜昌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宜昌邦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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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宜昌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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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 

法定代表人 王皓 

注册资本 1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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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邦普时代持股95%，时疆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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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宜昌邦普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9,098.83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598.86 万元，净资产为 7,499.98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万

元，净利润为-30.02 万元。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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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安）产业区同龙二路942号411-1 

法定代表人 蒋理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蓄电池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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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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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厦门新能安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6,220.11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5,031.86 万元，净资产为 21,188.25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5,159.75 万元。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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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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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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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宜春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4,047.56 万元，负

债总额为 29.57 万元，净资产为 24,017.99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

净利润为-32.01 万元。 

(十三) 江苏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江苏时代”） 

公司名称 江苏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6月30日 

公司住所 溧阳市昆仑街道城北大道1000号 

法定代表人 吴映明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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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和销售及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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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设备租赁；房屋

租赁；污水处理；其他人力资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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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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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711,199.40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123,317.74 万元，净资产为 587,881.66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2,490,119.97 万元，净利润为 306,545.57 万元。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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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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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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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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津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39,458.19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27,156.81 万元，净资产为 112,301.38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44,590.47 万元，净利润为 12,301.38 万元。 

(十五) 宜昌邦普宜化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宜昌邦普宜化”） 

公司名称 宜昌邦普宜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10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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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 

法定代表人 时疆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

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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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

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新材料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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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宜昌邦普时代持股65%，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持股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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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宜昌邦普宜化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9,594.37 万元，

负债总额为 9,518.83 万元，净资产为 75.54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

净利润为-24.46 万元。 

(十六) 厦门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厦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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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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时代于 2022 年 3 月成立，暂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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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1号 

法定代表人 魏德福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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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蕉城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98,286.52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05,298.11 万元，净资产为 92,988.41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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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利润为-7,011.59 万元。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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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贵州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299.98 万元，负

债总额为 0.00 万元，净资产为 4,299.98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

利润为-0.02 万元。 

(十九) 锦州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锦州时代”） 

公司名称 锦州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12月30日 

公司住所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钟屯社区锦朝街16号5-334室 

法定代表人 陶龙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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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技术研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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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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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锦州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0.00 万元，负债总

额为 0.00 万元，净资产为 0.00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

0.00 万元。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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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瑞庭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14,751.06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75,153.54 万元，净资产为 39,597.52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97,408.97 万元，净利润为-10,4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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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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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贵州矿业尚未出资，暂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二十二) 广东瑞庆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瑞庆时代”） 

被担保方名称 广东瑞庆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2月8日 

公司住所 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时代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 曲涛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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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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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瑞庆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93,200.76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94,315.90 万元，净资产为 98,884.86 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万

元，净利润为-1,115.14 万元。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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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金堂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3,458.97 万元，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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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总额为 32,593.66 万元，净资产为 20,865.31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万

元，净利润为-894.69 万元。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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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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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时代思康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56,246.89 万元，

负债总额为 53,283.18 万元，净资产为 102,963.70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558.00

万元，净利润为-4,105.63 万元。 

(二十五) 时代永福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时代永福”） 

公司名称 时代永福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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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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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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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机械设备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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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施承装、承

修、承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筑智能化

系统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监理；建筑智能化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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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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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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时代永福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2,389.44 万元，负

债总额为 1,663.08 万元，净资产为 10,726.36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1,329.87

万元，净利润为-373.31 万元。 

(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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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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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普勤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16 万元，负债总

额为 153.98 万元，净资产为-146.82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

为-149.42 万元。 

(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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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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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CATT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23,058.79 万元，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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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总额为 491,350.85 万元，净资产为 31,707.94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19,602.66

万元，净利润为-10,868.44 万元。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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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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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时代思康于 2022 年 1 月成立，暂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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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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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智能科技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7,345.81 万元，

负债总额为 5,199.30 万元，净资产为 12,146.51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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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净利润为-2,533.49 万元。 

(三十) 屏南时代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屏南时代”） 

被担保方名称 屏南时代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1 月 18 日 

公司住所 屏南县棠口乡凤林村溪角洋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杨云广 

注册资本 76,5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能源与环保材料的研发、生产及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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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屏南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55,137.5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15,426.73 万元，净资产为 39,710.85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92,983.04 万元，净利润为 4,666.19 万元。 

(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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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宁波邦普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13,952.56 万

元，负债总额为 235,068.16 万元，净资产为 378,884.4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212,404.62 元，净利润为 19,032.8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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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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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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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 1804 BEVERLY HSE 93-107 LOCKHART RD WAN CHAI 

HONG KONG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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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香港邦普时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64,324.31 万

元，负债总额为 444,662.41 万元，净资产为 319,661.91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

为 184,188.18 万元，净利润为 67,8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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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Registered Agents, Inc., 1209 Orange Street, Wilmington (New 

Castle County), Delaware  19801.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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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CATK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8,827.93 万元，负债

总额为 9,947.02 万元，净资产为-1,119.10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

净利润为-1,127.85 万元。 

(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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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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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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邦普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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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宁德邦普资源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001.46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00 万元，净资产为 999.46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

润为-0.54 万元。 

(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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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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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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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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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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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宁德时代持股52.8751%，李长东等其他股东持股47.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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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广东邦普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811,333.73 万元，

负债总额为 511,439.48 万元，净资产为 299,894.25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281,015.36 万元，净利润为 22,993.07 万元。 

(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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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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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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邦普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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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宜昌邦普循环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20,792.75 万

元，负债总额为 88,025.25 万元，净资产为 32,767.50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232.50 万元。 

(三十七) 宁波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宁波邦普循环”） 

被担保方名称 宁波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年12月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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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室 

法定代表人 徐守伟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循环利用技术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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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宁波邦普循环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62,868.13 万

元，负债总额为 456,068.60 万元，净资产为 106,799.54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

为 1,135,736.83 万元，净利润为 103,537.92 万元。 

(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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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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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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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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否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印尼普青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2,934.17 万元，负

债总额为 358.84 万元，净资产为 12,575.33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

净利润为-3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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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担保人进行担保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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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全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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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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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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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签订的担保合同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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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为 28.82 

亿元人民币、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335.87 亿元人民币（上述

担保总额涉及外币的，按 2022 年 3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折算）。前述两项担保额分别为公司 2021 年底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 3.41%、158.07%。 

截止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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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至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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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宁德时代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解决其业务

发展的资金需求，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全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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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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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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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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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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意将《关于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提交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宁德时代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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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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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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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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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宁普时代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宁普时代”）
	(二) 中材锂膜有限公司（简称“中材锂膜”）
	(三) 佛山华普气体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华普气体”）
	(四)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格林美”）
	(五) PT INDONESIA WEDA BAY INDUSTRIAL PARK（印尼纬达贝工业园区有限公司）（简称“IWIP”）
	(六) 宜春时代新能源资源有限公司（简称“宜春资源”）
	(七) 宜宾三江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宜宾三江时代”）
	(八) 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四川时代”）
	(九) 福鼎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福鼎时代”）
	(十) 宜昌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宜昌邦普时代”）
	(十一) 厦门新能安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厦门新能安”）
	(十二) 宜春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宜春时代”）
	(十三) 江苏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江苏时代”）
	(十四) 成都市新津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新津时代”）
	(十五) 宜昌邦普宜化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宜昌邦普宜化”）
	(十六) 厦门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厦门时代”）
	(十七) 宁德蕉城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蕉城时代”）
	(十八) 宁德时代(贵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贵州时代”）
	(十九) 锦州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锦州时代”）
	(二十) 瑞庭时代（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瑞庭时代”）
	(二十一) 贵州时代矿业有限公司（简称“贵州矿业”）
	(二十二) 广东瑞庆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瑞庆时代”）
	(二十三) 成都金堂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金堂时代”）
	(二十四) 时代思康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时代思康”）
	(二十五) 时代永福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时代永福”）
	(二十六) HongKong CBL Limited（普勤时代国际有限公司）（简称“普勤时代国际”）
	(二十七) Contemporary Amperex Technology Thuringia GmbH（简称“CATT”）
	(二十八) 贵州时代思康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贵州时代思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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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屏南时代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屏南时代”）
	(三十一) 宁波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宁波邦普时代”）
	(三十二) 香港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香港邦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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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 宁德邦普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宁德邦普资源”）
	(三十五)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广东邦普”）
	(三十六) 宜昌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宜昌邦普循环”）
	(三十七) 宁波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宁波邦普循环”）
	(三十八) PT.INDONESIA PUQING RECYCLING TECHNOLOGY（印尼普青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印尼普青”）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四、对被担保人进行担保的说明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六、决议有效期限及授权
	七、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