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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0        证券简称：宁德时代        公告编号：2021-109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和调整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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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和调整

2021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1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在 2021 年度为公

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和其他公司提供担保，拟新增的担保额度为 482.77 亿元

人民币、14.93 亿美元及 5 亿欧元，累计担保额度不超过 579.48 亿元人民币、29.93

亿美元及 9.50 亿欧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现根据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在上述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基础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调整和

新增担保额度预计，其中调减前期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未实际使用过的担保额度

40.95 亿元人民币、0.7 亿元美元，并新增提供不超过 280.61 亿元人民币和 14.14

亿美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期限依据

与相关交易对手方最终协商后签署的合同确定。具体担保额度预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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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1 
广东

邦普 
华普气体 

 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广东邦普参股

公司  

 -    
人民

币 
 -     0.60   0.90   1.50  0.23% 否 

2 
宁德

时代 

宁普时代

及其全资

子公司 

 宁德时代参股公

司  
0.87% 

人民

币 
 -     9.80   5.39  15.19  2.37% 是 

3 

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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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笔担保为按

股权比例提供的

反担保 

52.61% 美元  -     -     0.35   0.35  0.05% 否 

4 
宁德

时代 
青美邦 

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广东邦普参股

公司 

1.01% 美元 -  0.34  -0.34   -    - 否 

5 
广东

邦普 
青美邦 

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广东邦普参股

公司 

1.01% 美元 -  0.36  -0.36   -    - 否 

6 

宁波

邦普

时代 

IWIP 

 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宁波邦普时代

参股公司  

60.54% 美元  -     -     0.20   0.20  0.03% 否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1 
宁德

时代 
屏南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71.88% 

人民

币 
 2.64   5.90   11.00  16.90  2.63% 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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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元  -     1.12   0.82   1.94  0.30% 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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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美元  1.47   5.71   5.24  10.95  1.71% 否 

4 
宁德

时代 

时代永福

及其控股

公司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14.05% 

人民

币 
 -     -     14.38  14.38  2.24% 否 

5 
宁德

时代 

印尼蓝天

金属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79.63% 美元  -     -     0.49   0.49  0.08% 否 

6 
宁德

时代 

宜昌邦普

宜化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    

人民

币 
 -     -    17.84 17.84  2.7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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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宁德

时代 

宜昌邦普

时代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    

人民

币 
 -     -    31.90 31.90  4.97% 否 

8 
宁德

时代 
宜春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    

人民

币 
 -     -    40.00 40.00  6.23% 否 

9 
宁德

时代 
厦门时代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    

人民

币 
 -     -    24.00 24.00  3.74% 否 

10 
宁德

时代 

屏南邦普

时代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 

人民

币 
- 16.46  -16.46   -    - 否 

11 
宁德

时代 

宁德邦普

循环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50.38% 

人民

币 
 1.47  31.95     -7.35  24.60  3.83% 否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1 

广东

邦普/

湖南

邦普

汽车 

湖南邦普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65.24% 

人民

币 
25.09  23.39   4.00  64.73  10.08% 否 

2 
广东

邦普 

宁德邦普

循环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50.38% 

人民

币 
 1.53  33.25   7.35  40.60  6.32% 否 

3 
广东

邦普 
印尼普青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1.59% 美元  -     0.42   0.23   0.65  0.10% 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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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元  -     1.17   0.85   2.02  0.31% 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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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美元  1.53   2.30   5.45   7.75  1.21% 否 

6 
时代

永福 

调峰调频

储能（肇

庆）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 

人民

币 
 -     -     1.22   1.22  0.19% 否 

7 
时代

永福 

时代永福

全资子公

司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 

人民

币 
 -     -     0.87   0.87  0.14% 否 

8 
广东

邦普 

宁德邦普

资源 

 合并报表全资子

公司  
 -    

人民

币 
 -     -     15.40  15.40  2.40% 否 

9 
广东

邦普 

印尼蓝天

金属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79.63% 美元  -     -     0.51   0.51  0.08% 否 

10 

广东

邦普/

湖南

邦普 

宜昌邦普

循环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    

人民

币 
 -     -    54.60 54.60  8.5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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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广东

邦普 

宜昌邦普

宜化 

 成立合并报表控

股子公司  
 -    

人民

币 
 -     -    18.56 18.56  2.89% 否 

12 
广东

邦普  

 宜昌邦普

时代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 

人民

币 
 -     -    33.20 33.20  5.17% 否 

13 
广东

邦普 

屏南邦普

时代 

合并报表控股子

公司 

- 人民

币 
- 17.14 -17.14 - - 否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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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担保对象处获

得担保额度。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一) 佛山华特邦普气体有限公司（简称“华普气体”） 

公司名称 佛山华特邦普气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6月18日 

公司住所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智信大道6号 

法定代表人 李平 

注册资本 7,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气体技术咨询、服务、开发与应用研究；生产、销售氧气、氮

气、氩气、二氧化碳、液氧、液氮、液氩，以及各类工业气体

（如氩+二氧化碳混合气体等）；通用机械及配件销售；相关的

储存、运输及配套服务 

股权结构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1%、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

公司（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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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普气体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设立，暂无最近一期相关财务数据。 

(二) 宁普时代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宁普时代”） 

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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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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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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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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中国物流控股一一六号公司持股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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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宁普时代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下同）

50,522.11 万元，负债总额为 440.10 万元，净资产为 50,082.01 万元；2021 年上

半年度营业收入为 22.43 万元，净利润为 82.02 万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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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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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其他股东持股

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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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格林美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下同）

3,203,123.0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85,065.48 万元，净资产为 1,518,057.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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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为 800,031.12 万元，净利润为 56,381.54 万元。 

(四) PT.QMB New Energy Materials（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青

美邦”） 

公司名称 PT.QMB New Energy Materials（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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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at Mampang Prapatan,Jakarta Selatan DKI Jakarta 

董事长 许开华 

注册资本 29,940 万美元 

经营范围 
红土镍矿湿法冶炼生产镍钴中间体，硫酸镍、硫酸钴，海绵铜，

硫酸锌和铬精矿及该产品的销售，进出口等。 

股权结构 
香港邦普循环持股10%、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其他

股东持股9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邦普间接参股公司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青美邦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2,016.71 万美元，

负债总额为 121.52 万美元，净资产为 11,895.18 万美元；2021 年上半年度营业收

入为 249.12 万美元，净利润为 303.56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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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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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否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IWIP 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6,376.65 万美元，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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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总额为 15,969.48 万美元，净资产为 10,407.17 万美元；2021 年上半年度营业

收入为 8,629.53 万美元，净利润为 2,664.65 万美元。 

(六) 屏南时代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屏南时代”） 

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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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宁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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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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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屏南时代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下同）

127,638.50 万元，负债总额为 91,744.80 万元，净资产为 35,893.70 万元；2021

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为 35,157.86 万元，净利润为 849.03 万元。 

(七) 普勤时代国际有限公司（简称“普勤时代国际”） 

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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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口贸易，专案投资，投资管理 

股权结构 宁波普勤时代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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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30日，普勤时代国际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下同）

0.00 万元，负债总额为 0.45 万元，净资产为-0.45 万元；2021 年上半年度营业收

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0.46 万元。 

(八) 香港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香港邦普时代”） 

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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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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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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否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香港邦普时代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下同）

122,352.05 万元，负债总额为 2,065.11 万元，净资产为 120,286.94 万元；2021 年

上半年度营业收入为 12,914.16 万元，净利润为 9,431.29 万元。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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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时代永福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下同）

12,856.7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06.90 万元，净资产为 11,049.84 万元；2021 年上

半年度营业收入为 1,341.38 万元，净利润为 20.17 万元。 

(十) PT LANGIT METAL INDUSTRY（印尼蓝天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简称

“印尼蓝天金属”） 

公司名称 PT LANGIT METAL INDUSTRY（印尼蓝天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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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9 年 3 月 20 日 

公司住所 
SOPO DEL OFFICE TOWER A, LANTAI. 21. JALAN MEGA 

KUNINGAN BARAT III, LOT 10 (1-6) 

法定代表人 唐红辉 

注册资本 9,0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 煤炭工业产品 

股权结构 
香港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75%、鸿商资本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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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印尼蓝天金属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7,045.17 万

美元，负债总额为 37,463.18 万美元，净资产为 9,581.99 万美元；2021 年上半年

度营业收入为 4,474.54 万美元，净利润为 573.21 万美元。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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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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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否 

宜昌邦普宜化于 2021 年 10 月 17 日成立，暂无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十二) 宜昌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宜昌邦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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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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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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邦普时代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成立，暂无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十三) 宜昌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宜昌邦普循环”） 

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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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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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邦普循环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成立，暂无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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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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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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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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时代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成立，暂无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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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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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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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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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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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 月 7 日成立，暂无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十六)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湖南邦普”） 

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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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长沙市金洲新区金沙东路018号 

法定代表人 李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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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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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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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湖南邦普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下同）

911,054.20 万元，负债总额为 594,353.12 万元，净资产为 316,701.08 万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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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为 476,595.25 万元，净利润为 68,955.13 万元 

(十七) 宁德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宁德邦普循环”） 

公司名称 宁德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年3月8日 

公司住所 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龙安开发区安洋西路001号计生附属楼四楼 

法定代表人 李长东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新材料、电池、储能技术及新能源的研发；新材料（不含危险化

学品）、新能源（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储能技术的咨询、服

务、转让；电池材料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电池、废旧电池、塑

料及含有镍、钴、铜、锰、锂的有色金属废物的收集、利用与销

售；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环保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对环保行业及

电池行业进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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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30日，宁德邦普循环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下同）

99,802.75 万元，负债总额为 50,282.84 万元，净资产为 49,519.91 万元；2021 年

上半年度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446.73 万元。 

(十八) 调峰调频储能（肇庆）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调峰调频储能（肇庆）） 

公司名称 调峰调频储能（肇庆）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7月7日 

公司住所 肇庆高新区北江大道18号富民大厦14楼1431房自编01号 

法定代表人 安柳名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

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能量回收系统研发，

蓄电池租赁；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发电，输

电，供电业务。 

股权结构 时代永福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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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峰调频储能（肇庆）于 2021 年 7 月 7 日成立，暂无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十九) PT.INDONESIA PUQING RECYCLING TECHNOLOGY（印尼普

青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印尼普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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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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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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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印尼普青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下同）

10,324.8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4.41 万元，净资产为 10,160.45 万元；2021 年上半

年度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27.85 万元。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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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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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邦普资源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成立，尚无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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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法、被担保方与相关交易对手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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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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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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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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鉴于控股子公司印尼普青的股东 PT. Indonesia Morowali 

Industrial Park 为其业务发展所做的贡献，故印尼普青的股东 PT. Indonesia 

Morowali Industrial Park 未向印尼普青提供同比例担保。除前述情况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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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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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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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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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为 23.16 亿元人民币；公司向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折合为 740.05 亿元人民币；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

的担保总额折合为 424.22 亿元人民币。前述三项担保额分别占公司 2020 年底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61%、115.26%、66.07%。 

上述担保额度涉及外币的，按 2021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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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新增和调整担保额度自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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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前有效，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并授权

公司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员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办理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

文件及通知（包括但不限于明确被担保方各股东担保比例、反担保措施等具体内

容），授权期限与决议有效期相同。 

七、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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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子公司

新增担保额度，有利于宁普时代及其子公司的业务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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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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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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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增和调整 2021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宁德时代 2021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已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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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对上述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6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新增和调整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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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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