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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版）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诺德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37,500 万元（含本数），

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利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年产 25,000 吨动力电池用电解铜箔

项目 
181,205 137,500 

合计 181,205 137,500 

为满足项目开展的需要，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

需要并结合市场情况利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拟

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的，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概览 

项目名称：年产 25,000 吨动力电池用电解铜箔项目，本项目是公司年产

40,000 吨动力电池用电解铜箔项目的一部分，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建设其中的

2.5 万吨产能。 

项目实施主体：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81.08%的股权，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其 18.92%的股权。 

本项目定位于动力锂电池用电解铜箔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项目产品规

格为 6 微米、8 微米锂电铜箔产品生产，产能规模 2.5 万吨。 



（2）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将建设 2.5万吨动力锂电池用电解铜箔产品生产所需的电解液配置系

统、生箔系统以及分切包装系统以及与生产设施配套的动力设施、环保设施、管

理与服务设施等配套设施。 

（3）项目建设期与投资概算 

本项目建设期 3 年，本项目计划总投资 181,205 万元，主要包括建筑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以及其他费用、预备费和铺底流动资金等用途；其中，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37,500 万元。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响应和支持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国家战略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发展新能源汽车，既能有效缓解能源和环境压力，也是国家加快汽车产业

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我国已经将发展新

能源汽车作为国家战略，不仅出台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12-2020 年）》，还连续三次将大力支持发展新能源汽车列入“十一五”、“十

二五”、“十三五”规划。按年产销量统计，我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

车市场，2017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约 79.4 万辆，销量 77.7 万辆。“十三五”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新能源汽车的国内市场份额要达到 5%，2025 年要达到

20%。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快速发展，带动了上游产业的景气度的持续提升。 

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动力锂电池产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对锂电铜箔巨大市场

需求。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中长期增长前景取决于电池技术的升级和实时可得的电

动汽车充电设备。锂离子电池拥有能量密度高、能源效率高、放电周期短等特点，

因而是目前用于电动汽车能源存储最理想的电池。其他电池技术，如锂硫电池、

锌空气电池、锂空气电池等，目前还不够成熟，持久性、稳定性和安全性较差，

因而尚无法商业化。因此，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极大促进了锂电池产业及锂电

铜箔产业的发展。相应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中长期发展则将极大的依赖于锂电

池产业技术的升级换代，以提高续航能力、降低制造成本为目标。 



提高续航能力需要提高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同时实现电池减重、轻量化目

标。锂电铜箔是锂电池重要的基础材料之一，对锂电池实现前述目标有重要影响。

本项目定位于生产 6 微米、8 微米锂电铜箔产品，旨在满足锂电池提升能量密度、

减重以及轻量化等技术目标，为支持和促进下游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动力锂电池产

业的发展和升级提供强大动力。 

（2）顺应市场趋势，抓住新能源汽车产业、动力锂电池产业的发展机遇 

受益于良好的政策环境、逐渐成熟的相关技术以及不断完善的配套设施，新

能源汽车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十分迅猛。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6 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 51.7 万辆，销售 50.7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51.7%和

53%。2017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79.4 万辆和 77.7 万辆，同比增长 53.6%和

53.3%。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下，动力锂电池也蓬勃发展。从全球来看，

据赛迪智库发布的《锂离子电池产业发展白皮书（2017 年版）》，2010 年至 2016

年间，全球锂电池产业规模从 122 亿美元增长至 378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20.7%。从国内来看，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2017 年中国动力电池产量

44.5GWh，同比增长 44%。受益于下游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前景，根据相关机

构的研究数据，动力锂电池产业未来将保持持续增长。 

（3）锂电铜箔供给不足，供需缺口较大且持续存在 

受益于近两年新能源汽车及动力锂电池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对锂电铜箔的

需求大幅增长，锂电铜箔产量及产能利用率迅速提高。根据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

会电子铜箔材料分会统计，2017 年我国电解铜箔总产量 33.69 万吨，相比上年增

长 15.50%，其中锂电铜箔产量 7.15 万吨，相比上年增长 22%。锂电铜箔产量占

比由 2016 年的 20.16%提高到了 2017 年的 21.22%。但是在 2017 年锂电铜箔产

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仍然未能满足下游市场迅速扩大的需求，2017 年锂电铜

箔供需之间仍然存在缺口。主要包括两个原因：一方面，2015-2017 年的产量快

速提升主要是少数具备条件的电解铜箔企业通过将标准铜箔生产线技改、调整产

品结构等方式实现的，产品结构转换提高产能的效果存在上限；另一方面，电解

铜箔产业新建产能的建设投入大、时间周期较长，短期时间内无法迅速大幅增加



供应。 

产品结构转换提升产能的效果存在上限。2015 年至 2017 年，随着下游动力

电池的快速爆发性增长，少数具备条件的电解铜箔生产企业通过将标准铜箔生产

线技改、调整企业内部产品的弹性空间等方式提高锂电铜箔产量，但仍然未能满

足下游市场对锂电铜箔的需求，市场仍然存在供需缺口。这样的供需缺口表明，

前述少数铜箔生产企业通过产品结构转换提升产能产量的方式在应对新能源汽

车产业蓬勃发展的需求的效果上是极为有限的。 

一方面，标准铜箔和锂电铜箔在生产设备和工艺上存在一定差别，虽然从理

论上来讲，两者可相互转换，但受到原有设备、工艺布局等限制，将标准铜箔切

换至生产锂电铜箔，存在较大的困难，并且需要相当的技术和工艺积累才能切换

成功；受到产品质量稳定性、一致性、良品率等方面的影响，切换后的实际产出

效率也受到极大的影响，较原有标准铜箔产品的名义产能和实际产量存在较大差

距。另一方面，随着动力电池产业景气度的持续提升，原有标准铜箔技改和产品

结构切换的弹性空间已经充分释放，唯有新建产能才能进一步满足下游动力电池

产业对锂电铜箔产品快速增长的旺盛需求。此外，随着动力电池产业对铜箔产能

的占用提升，印制电路板用铜箔的供需也出现缺口，并且受到印制电路板用铜箔

市场需求的提升，铜箔生产企业的产品切换意愿受到抑制。 

新建产能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和投产时间均长。电解铜箔行业作为资本密

集型行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特点，其产能建设投入大、建设周期长，日常经

营中的资金需求量也非常大；这一特点决定了该行业具备很高的行业进入壁垒。

对于行业内的铜箔制造厂商而言，铜箔生产新建项目需要大量的基建工作，管路

工程较大，建设周期通常较长；同时，铜箔生产设备多为定制设备，设备定制周

期通常需要 1-1.5 年；因此，新建铜箔产能的实际扩产周期通常需要 2 年以上。

此外，考虑到设备调试、客户导入等因素，锂电铜箔新建生产项目的周期会更长。 

但从国内动力锂电池需求来看，根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预计，

到 2022 年中国汽车动力锂电池产量将达到 215GWh；根据动力锂电池单位耗用

铜箔量平均水平约为 900 吨/GWh 水平，测算 2022 年国内动力锂电池铜箔需求

量约为 19.35 万吨，将远远超出当前的锂电铜箔产能与产量。综上，目前市场的



锂电铜箔供应量尚无法满足现有的需求，且未来的下游市场需求将进一步增大，

而铜箔行业新建产能时间周期较长，因此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建设本项目，增加锂电铜箔产能势在必行。 

（4）提升产能规模、巩固和提高行业地位，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公司在技术、资源、人才和市场积累方面走在市场前列，

具有突出的行业地位；经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评选为“第二届（2017 年）中国

电子材料行业五十强企业”和“第二届（2017 年）中国电子材料行业电子铜箔专

业十强”企业，是中国电子材料协会电子铜箔分会第三届理事长单位。2014 年以

来，在面对下游动力锂电池需求快速爆发的市场形势下，公司凭借多年来在铜箔

制造领域的技术、人才、资源以及市场方面的积累，成功快速切换铜箔产品结构，

占领动力锂电铜箔市场份额，快速确立了公司在国内动力锂电铜箔行业内的龙头

企业地位。2017 年，公司铜箔生产量 2.23 万吨，销售量 2.22 万吨，其中锂电铜

箔 1.68 万吨；公司锂电铜箔主要用于动力电池生产，少部分用于消费类电池和

储能电池生产；公司在国内动力锂电铜箔领域的市场占用率超过 30%，稳居市场

前列。 

公司近年来的生产线改扩建、产品结构切换，导致公司实际有效产能远低于

名义产能，造成公司有效产能相对不足，公司已经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现有客

户需求的满足比较吃力，同时在面对新增客户需求方面存在瓶颈。在行业层面，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动力电池产业对电解铜箔的需求量持续增

加，并且对锂电铜箔提出了轻量化的新增需求，进一步放大和新增了动力电池锂

电铜箔的供需缺口，公司下游客户也逐步提高了订单量需求。为满足下游动力电

池厂商持续提升的锂电铜箔需求，提升产能成为公司的必然选择。 

基于上述需求和背景，公司实施本项目有利于公司加快提升产能规模和整体

制造工艺水平，巩固和提高公司在锂电铜箔领域的行业地位，在未来的铜箔行业

格局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促进公司“成为

全球锂电铜箔领导者”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下游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巨大需求为项目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问题日益突出，各国将禁售燃油汽车作为应对措施之

一，纷纷出台政策或宣布计划，明确禁售燃油汽车的时间节点，进一步增强了市

场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信心和动力。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世界主流传统

汽车厂商也纷纷加大新能源汽车的投产计划和力度：德国大众计划在 2025 年实

现电动汽车年销量 200 万辆-300 万辆，德国奔驰在 2025 年规划电动汽车销量将

会占其整体销量的 15%-25%，美国福特计划到 2020 年新能源车销量占福特总销

量的 10%-25%，日本日产计划到 2020 年实现销量的 20%满足零排放要求，韩国

起亚预估到 2020 年实现新能源汽车年销量 30 万台。同时，我国北汽、上汽、比

亚迪、吉利以及长安等主要汽车厂商也对 2020 年的新能源汽车产销目标提出了

明确计划，合计超过 400 万辆。 

在新能源汽车对动力电池的未来需求方面，根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

（GGII）预计，到 2022 年中国汽车动力锂电池产量将达到 215GWh。根据动力

锂电池单位耗用铜箔量平均约为 900 吨/GWh 的水平，2022 年国内动力锂电池铜

箔需求量约为 19.35 万吨。 

锂电铜箔是锂电池重要的基础材料之一，动力锂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

下游新能源汽车产业、动力锂电产业的巨大需求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提供有力

市场支撑。 

（2）公司是锂电铜箔行业的龙头企业，技术积累成熟、客户群体优质 

公司主要从事电解铜箔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多年以来一直是国内铜箔行业

龙头企业；目前，公司铜箔产品主要为动力锂电池用铜箔，应用于动力锂电池生

产制造，已成为国内动力锂电铜箔行业的龙头企业；同时，公司也在印制电路板

用标准铜箔市场领域经营多年，具有丰富的标准铜箔市场基础。 

公司进入铜箔加工领域多年，经过十多年的技术、资源、人才和市场积累，

拥有锂电铜箔行业优秀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成熟的市场营

销机制，公司所属锂电铜箔系列产品具备较为明显的技术与成本优势。多项产品



性能指标成为锂电池材料领域的质量标准。2014 年以来，在面对下游动力锂电

池需求快速爆发的过程中，公司成功快速切换铜箔产品结构，满足下游锂电池厂

商的材料需求。目前，公司锂电铜箔产量占铜箔产量的 80%以上。近三年，公司

铜箔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127,920.50 万元、153,838.08 万元、216,851.10 万元。

2017 年，公司铜箔产量 2.23 万吨，销量 2.22 万吨，其中锂电铜箔产量 1.68 万吨；

公司锂电铜箔主要用于动力电池生产，少部分用于消费类电池和储能电池生产；

公司在国内动力锂电铜箔领域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30%，稳居市场前列。 

在客户资源积累方面，公司已经与宁德时代（CATL）、比亚迪、国轩高科、

天津力神等国内动力电池产业中主要知名企业建立了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公司通过实施年产 25,000 吨动力电池用电解铜箔项目，可以扩大锂电铜箔

产品的生产能力，增强公司在锂电铜箔市场的竞争能力，扩大市场份额。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的

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后，能够扩大公司锂

电铜箔产品的生产能力，提高市场份额，增强公司在锂电铜箔市场的竞争能力。

本次发行完成项目投产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均将大幅提升，使公司财

务状况得到优化与改善。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财务结构更趋合

理，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的运用合理、可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水平

将有所下降，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降低

财务成本和财务风险，增强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同时，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完成，现有主营业务进一步完善升级，业务规模将大幅提升，公司营业收入和

利润水平都将得到明显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增强。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