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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宁德时代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

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

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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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

的债券包括：19CATL01、20CATL01，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项目 19CATL01 20CATL01 

债券名称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核准文件和核

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622 号”文件核准，本公司将在中

国境内公开发行不超过 100 亿元（含 100 亿元）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3+2 年 3+2 年 

发行规模 15 亿元 30 亿元 

债券利率 3.68% 3.63%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10 月 28 日 

（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 

1 月 16 日 

（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 

担保方式 无担保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

别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19CATL01 的信用等级为 AAA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20CATL01 的信用等级为 AAA 

跟踪评级情况 

2020 年 6 月 18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0]1709

号），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9CATL01 和 20CATL01 的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和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及偿

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

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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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578,802.06 万元，较上年增长 54.63%，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56,030.74 万元，同比增长 34.64%。公司逐步建

立业内最广泛的客户基础，且随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大，在供应链管理、成

本控制、市场获取、技术迭代、客户服务等方面规模优势日益凸显。公司各业务

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动力电池系统 

动力电池系统销售系公司主要收入来源。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电池系统销售

收入为 3,858,352.57 万元，较上年增长 57.38%。2019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

在补贴幅度调整、技术标准提高、行业进一步规范的情况下，产销分别完成 124.2

万辆和 120.6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3%和 4.0%。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电池

领域保持技术、规模、供应链与客户等领先优势，报告期内产能逐渐释放，实现

销量 40.25 GWh，较上年增长 90.04%，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 

2、储能系统 

在储能市场开始逐步启动的背景下，公司持续加强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

性能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完成了采用低锂耗技术，长电芯循环寿命的电芯单

体和相应系统平台产品的开发。报告期内，公司储能系统销售收入为 61,008.24

万元，较上年增长 221.95%，百 MWh 级项目在福建晋江实现应用落地，前期储

能市场布局及推广开始取得成效。 

3、锂电池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在锂电池材料回收及生产领域的投资建设力度，

在宁德福鼎启动投资建设正极材料产业园；公司锂电池材料销售收入为

430,517.28 万元，较上年增长 11.51%。公司锂电池材料销售收入增长主要受益于

动力电池产销量快速增长带动的相关原材料需求增加，同时公司锂电池材料新建

产能逐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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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总资产 1,013.52 亿元，总负债 591.64 亿元，归属母公

司股东的权益 381.35 亿元；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7.88 亿元，实现净

利润为 50.13 亿元。 

表：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末 2018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 7,169,493.72  5,391,142.28  32.99% 

资产总计 10,135,197.67  7,388,370.40  37.18% 

流动负债 4,560,737.87  3,108,494.19  46.72% 

非流动负债 1,355,672.28  759,859.16  78.41% 

负债合计 5,916,410.16  3,868,353.34  52.94% 

股东权益 4,218,787.52  3,520,017.06  19.8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3,813,498.39  3,293,828.09  15.78% 

营业收入 4,578,802.06  2,961,126.54  54.63% 

营业利润 575,879.33  416,847.63  38.15% 

利润总额 576,076.46  420,481.33  37.00% 

净利润 501,267.39  373,589.65  34.18%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6,030.74  338,703.52  34.64% 

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1,522.07  312,831.48  25.15%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1,347,195.46  1,131,626.57  19.05%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85,631.53  -1,948,767.32  -109.53%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416,832.95  704,271.59  -40.8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51,140.10  -110,125.08  -1871.75%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 10 月 28 日，发行人发行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期限为 3+2 年，规模

为人民币 15 亿元。2020 年 1 月 16 日，发行人发行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期限为 3+2 年，

规模为人民币 30 亿元。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相关约定，19CATL01、20CATL01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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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已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日，19CATL01、20CATL01 募集资金己使用完

毕，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公司已与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

议，对公司债券资金专项账户监管事宜作了明确的规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严格

按照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运作。 

五、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加强了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以及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及

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2018 年末和 2019 年末，公司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表：发行人偿债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1,045,905.94 671,346.97 55.79% 

流动比率 1.57 1.73 -0.16 

资产负债率 58.37% 52.36% 6.01% 

速动比率 1.32 1.51 -0.1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6.99% 35.90% 1.09% 

利息保障倍数 19.76 20.85 -5.23%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51.39 60.09 -14.48%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4.17 31.74 7.66%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截至 2019 年末，发行人总负债为 591.64 亿元，短期借款金额为 21.26 亿元，

长期借款金额为 49.81 亿元，应付债券金额为 15.0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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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末，发行人货币资金金额为 322.70 亿元，其中所有权和使用权

受到限制的货币资金规模为 90.70 亿元。根据发行人 2019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

内，公司及子公司获得银行授信总额 1,034.23 亿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 303.97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按时偿还到期债务，未发生违约情形。 

综上，考虑到发行人偿债能力指标正常，货币资金及授信余额较为充足，

发行人偿债能力较强。同时，发行人贷款偿还率及利息偿还率均为 100%，信用

情况良好，发行人偿债意愿较强。中信建投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偿债能力，

提示发行人按时完成本息的偿付工作。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9CATL01、20CATL01 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按时、足额偿付本期债券

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并严格

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

努力形成一套确保本期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1、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发行人将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

将进行严格检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

的顺畅运作，并确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决定并按照本募集说明书披

露的用途使用。 

2、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公司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

如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个交易

日内，公司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3、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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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

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

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

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协调债券持有人对

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协调债券持有人，采

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

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

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5、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

程序及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的及时足额偿付作出了合理的制度安

排。 

6、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

督，防范偿债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9CATL01、20CATL01 债券无增信机制。 



9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偿债保障措施 

19CATL01、20CATL01 债券偿债保障措施详见“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

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

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发行人已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

将进行严格检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

的顺畅运作，并确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决定并按照本募集说明书披

露的用途使用。 

（2）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公司已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

如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个交易

日内，公司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3）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已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

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

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

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协调债券持有人对

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协调债券持有人，采

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发行人已严格按照《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

人提供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 

（5）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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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根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

程序及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的及时足额偿付作出了合理的制度安

排。 

（6）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已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

督，防范偿债风险。 

本期偿债保障措施均得到有效执行。 

3、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为公司债券的

本息偿付提供了保障。 

八、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19CATL01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自 2019 年 10 月 28 日开始计息，

本次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10 月 28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0 月 28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0 月 28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交易日）。 

20CATL01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自 2020 年 1 月 16 日开始计息，

本次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1 月 16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 月 16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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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1 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 月 16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

还债务的情况。19CATL01 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完成发行，20CATL01 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完成发行，截至 2019 年末，尚无需进行付息工作。 

九、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评级将在本次（期）

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发行人年报公告后的两个月内，且不晚于每一会计年度结

束之日起六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次（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

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发行人应按联合评级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有关财务报告以及其他

相关资料。发行人如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

事件，应及时通知联合评级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评级将密切关注发行人的相关状况，如发现发行人或本次（期）债券相

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

事件时，联合评级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

认或调整本次（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9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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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未出现需要公告的债券重大事项的情况。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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