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88567                                                  公司简称：孚能科技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告

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傅穹 
傅穹同时担任其他公司独立董事，公司开会

时间和其他公司董事会时间冲突 
彭晓洁 

 

5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上利

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孚能科技 688567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秋英 陈雁冰 

办公地址 
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岭西

路北侧彩蝶路西侧 

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岭西

路北侧彩蝶路西侧 

电话 0797-7329849 0797-7329849 

电子信箱 farasisIR@farasisenergy.com.cn farasisIR@farasisenergy.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新能源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及整车电池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

品为三元软包动力电池的电芯、模组和电池包，涵盖纯电动车用电池系统、混合动力车及插电混

合动力车用电池系统和 48V 微混电池系统，应用领域以新能源乘用车为主，同时涵盖新能源专用

车、电动摩托车等。 

 

(二)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整体技术方案的提供商，也是高性能动力电池系统的生产商，

拥有独立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体系，通过研发、生产和销售新能源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及

整车电池系统实现盈利。 

1、研发模式 

公司秉持“投产一代、储备一代、开发一代”的技术开发思路，通过自主研发及外部合作，采

用国际化技术开发机制，中国、美国、德国协同联动，与全球科研院所、知名企业长期战略合作，

持续加强研发投入，保持技术持续领先。 

2、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部与研究院、质量部等组成供应商审核小组，经严格的评估与考核后，供应商成为

合格供应商。采购部与合格供应商通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联合技术开发、反馈设备需求等实现

锁价、保供和提升性能。 

3、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和适当备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第一，物控部门每月根据客户订单及交付

时间、产能、设备状况、生产线负荷状况、原材料供应状况等综合评审，安排生产计划，并将计

划发送给生产部门生产；第二，为避免需求高峰期产能不足，物控部门会根据市场需求预测适当

生产电芯作为备用。 

4、销售模式 



公司与整车客户建立供应合作关系后，根据客户的订单需求及签署的具体销售合同，为国内

外整车客户提供相应的产品及服务。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新能源汽车 

2020 年 1 月以来，全球各地陆续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汽车行

业整体需求疲软。根据中汽协数据，2020 年 1-12 月，中国汽车行业累计产销量分别为 2522.5 万

辆和 2531.1 万辆，同比下降 2.0%和 1.9%。而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我国的战略新兴产业，已上升

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通过多年来对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的培育，行业获得飞速发展，正在

从萌芽期向成长期迈进，各个环节逐步成熟，丰富而多元化的新能源汽车产品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使用环境也在逐步优化和改进，在这些措施之下，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认可。2020 年

以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包括降低新能源企业的进入门槛、提高产品要求、

完善强制性标准、延长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等多项举措。10 月份，国务院常委会会议通过了《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为未来 15 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能源汽车未

来有望持续快速增长。 

根据中汽协数据，2020 年 1-12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分别为 136.6 万辆和 136.7 万

辆，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7.5%和 10.9%，新能源汽车增速也由负转正。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分

别为 110.5 万辆和 111.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4%和 11.6%;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26

万辆和 25.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8.5%和 8.4%。从月度的产销情况来看，随着上半年我国抗击疫

情逐步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新能源汽车从 7 月份开始呈现增长态势，增幅逐渐扩大，且每个月产

销均刷新了当月历史记录，12 月更是创下历史新高。 

Marklines 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电动乘用车累计实现销量 291.70 万辆，同比增长 45.13%。

其中海外新能源车为 167.47 万辆，同比增长 76.23%。分车型看， EV 销量为 202.97 万辆，同比增

长 35.07%，PHEV 销量为 88.72 万辆，同比增长 74.92%。 

2）动力电池 

自 1991 年日本 Sony 能源技术公司开发的锂离子电池问世以来，随着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消

费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用动力电池的快速发展，锂离子电池行业持续增长。根据合格证数据，2020

年，中国动力电池装机量累计 62.85GWh，同比增长 0.75%。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直接影响着新能源汽车的成本、续航里程和安全性等多



项关键性能指标，而电动汽车的发展也对动力电池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二者相辅相成。随着新

能源汽车行业的高速发展，动力电池呈现出如下特点： 

（1）过去 12 年装机规模增长数千倍。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扩大及单车带电量提升，

动力电池市场保持高速增长，从 2009 年我国开始推广“十城千辆”至 2020 年，动力电池国内装机

量实现了从 0.03GWh 到 62.85GWh 跨越式发展，12 年间规模增长数千倍； 

（2）未来行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2021 年及之后，随着碳减排战略高度上升至全球，能源

革命开启，电池行业未来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国内市场，在中国“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双积

分政策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大力推动下，海外市场，受益于欧洲最

严碳排放考核执行和美国拜登政府的新能源政策，新能源汽车、储能、电动工具、电动船等多个

行业有望百花齐放，孕育着电池行业巨大的市场空间。 

（3）全球竞争加剧，中日韩三足鼎立格局。随着行业的高速发展，产业和资本加速涌入，全

球动力电池行业呈现整体产能过剩、优质产能不足的供求关系，动力电池下游的新能源汽车由导

入期迈入成长期、补贴退坡、技术性能要求提升等因素加剧了行业优胜劣汰，市场集中度提升，

动力电池产业逐渐形成中日韩三国主导全球电动汽车供应的格局。 

（4）软包电池占比虽小但却是海外车企主流选择，未来渗透率有望提升。根据中汽协数据，

2020年中国动力电池装机量分技术路线看，国内方形电池的装机量累计为 50.57GWh，占比达 80%；

圆柱电池装机量为 8.33GWh，占比达 13%；软包电池为 3.95GWh，占比达 6%，软包电池在国内

市场占比还比较小。但从海外主流车企配套电池看，海外软包企业 LG、SKI 等已在大众、奥迪、

奔驰、通用、现代、福特等车企配套多款主流车型，未来随着电动汽车全球化浪潮到来，国内软

包电池的渗透率有望获得较大的提升，市场空间广阔。 

动力电池行业的主要技术门槛包括技术和工艺壁垒，动力电池行业技术具有以电化学为核心、

多学科交叉的特点，需要企业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同时，动力电池生产工艺复杂，过程控制严

格，原材料的选择、辅助材料的应用以及生产流程的设置等均需多年的技术经验积累。三元软包

动力电池在技术难度和生产工艺难度上更高。企业掌握核心技术并将其充分应用于稳定、高效的

产品量产需要较长时间，难度较高。因此，行业内掌握核心技术和先进工艺的企业树立行业较高

的技术和工艺壁垒。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动力电池行业的主要参与者集中于中国、日本和韩国。行业内参与企业众多，竞争较为激烈。

但行业排名前列的企业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行业整体市场集中度较高。同时，我国部分企业已



具备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市场具备一定的竞争地位。 

根据高工锂电（GGII）的统计数据，2020 年中国头部动力电池企业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装

机电量 TOP 15 企业装机总电量 60.5GWh，占整体装机电量的比例为 96.33%，较 2019 年 TOP15 企

业占比 92.78%基础上再提升了 3.6 个百分点。2020 年，孚能科技上半年受疫情及客户需求波动等

多重因素影响，下半年随镇江基地量产和新订单交付，装机量逐月攀升，动力电池装机量继续排

名国内第七名。 

2020 年中国动力电池企业装机量排名 

 

资料来源：GGII，装机量为合格证口径统计数据 

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三元电池产量为 48.5GWh，较

2019 年的 55.1GWh 同比下降 12.00%；2019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三元电池装机量为 40.5GWh，占动

力锂电池装机量的 65.11%；2020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三元电池装机量为 39.7GWh，占动力锂电池

装机量的 62.72%，国内三元电池企业装机量前五名分别是宁德时代（含时代上汽）、比亚迪、中

航锂电、孚能科技、塔菲尔。与 2019 年一样，孚能科技继续排名第四名。 

在中国软包动力电池领域，根据 GGII 统计数据，2019 年孚能科技以 22.04%的市占率排名中

国软包动力电池装机量第一名；起点研究院（SPIR）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实现软包电池装机的

企业共有 26 家，排名前十的企业分别是孚能科技、捷威、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多氟多、盟固利、

万向一二三、桑顿、微宏动力、衡远新能源，10 家企业装机量合计占比 92.3%；其中，孚能科技

以 20%的市占率，连续四年排名中国软包动力电池装机量第一名，保持了国内软包电池领头羊的

地位。 



2019 年中国软包动力电池装机量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GGII 

 

数据来源：起点研究院（SPIR） 

孚能科技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整体技术方案的提供商，也是高性能动力电池系统的生

产商。自 2016 年以来，公司出货量、装机量及相应市场份额逐渐迅速，行业地位不断提高，2020



年在疫情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公司下半年持续发力，在中国三元软包动力电池装机量、中国

软包动力电池装机量、中国三元材料动力电池装机量、中国动力电池装机量的四项排名中，继续

维持第 1/1/4/7 名，行业地位稳固。 

 

资料来源：GGII，起点研究院（SPIR）、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2016 年以来，全球各国陆续出台停止使用内燃机汽车计划以及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

策，消费者在新能源汽车政策支持、成本优化、基础设施和用户体验不断提升的推动下，对新能

源汽车的接纳程度越来越高，新能源汽车产业逐渐由政策驱动逐步转向消费驱动。根据 BNEF 数

据，2017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首次超过 1%。 

我国自 2014 年以来，一直是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大市场，新能源汽车是我国汽车产业

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产业领域。2017 年和 2018 年的新能源车市场呈现年度内持续、单边的快

速上扬的态势，直至 2019 年逐步回落。在 2020 年的新能源车市场疫情之后呈现“V 型”反转态势，

下半年高增长主要是受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新品推动，例如五菱宏光 MINI、比亚迪汉、特斯拉

Model 3、广汽 Aion 系列以及造车新势力企业等产品。这些处于价格带高低两端的新能源车型对

补贴依赖度较低，受到消费者广泛欢迎。2020 年末乘联会统计的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达到 20 万辆

的历史峰值，体现了新能源乘用车从政策驱动到市场化拉动转换的效果良好。 

动力电池产业的发展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一方面，动力电池技术指标的不断

优化和成本的不断降低，是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另一方面，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

性能指标和综合性价比的要求，促进动力电池行业不断技术创新。 

动力电池行业新技术的发展方向一直以来集中于突破能量密度、提升续航里程、提高安全性

能、缩短充电时间、优化低温性能、提高电池寿命、降低电池成本等方面。动力电池存在多个技

术路线，而各个技术路线产品特征有明显差异，因此下游市场应用有区别。以磷酸铁锂和三元路

线为例，磷酸铁锂产品应用于商用车领域较多，三元产品成为乘用车领域的主流路线。在乘用车

三元动力电池领域，软包动力电池凭借能量密度高、安全性能好、可定制等方面的优势，成为最



适合乘用车使用的动力电池技术路线之一，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较高。另外，动力电池尤其是软包

动力电池在生产工艺上要求较高，近年来在各大动力电池厂以及设备厂商的推动下，智能制造、

自动化生产使得动力电池生产效率、产品一致性等大大提高，加速其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市场。 

当前动力电池行业整体发展持续向好，呈现主要的五大趋势： 

第一，规模持续增长。全球范围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拉动动力电池整体需求

规模持续增长。根据 EV Volumes 预测，到 2025 年全球动力电池需求量有望超过 1000GWh。 

第二，软包电池的市场认可度和使用率逐渐提高。随着供给端的政策和产品发力，欧洲新能

源汽车市场快速崛起，2020 年欧洲新能源汽车销量 136.7 万辆，同比增长 142%，和国内对于方

形动力电池的认知度更高不同，欧洲市场对于软包电池更加青睐。2020 年欧洲最畅销的 20 款新

能源乘用车中，有 15 款搭载软包动力电池。 随着欧洲市场崛起，软包电池在动力电池领域的认

可度和渗透率有望逐渐提升。 

 

数据来源：EV Sales Blog 



第三，持续追求高能量密度。新能源汽车整体需求增长的同时，内部结构方面，纯电动汽车

的占比不断扩大，消费者的需求将推动纯电动车型的续航里程进一步提高，预计 2025 年主销车型

的续航里程有望达到在 700km 左右。纯电动车型对于动力电池高能量密度性能的追求仍将持续，

此外进一步提升能量密度也是降低动力电池成本的重要途径。 

第四，安全性要求更高。随着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终端消费者购车用车过程安全意识提高，

对于动力电池安全要求持续提高，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性将成为动力电池的基本性能和首要考虑因

素，提高和解决动力电池安全性问题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和机构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重

要趋势。 

第五，高镍低钴和高效回收成为趋势。新能源汽车大规模普及的过程伴随着动力电池上游原

材料供应可持续性问题，尤其是三元正极材料中稀缺的钴金属原材料可充足供应问题。由于三元

材料电池高能量密度和耐低温等优势，短期内没有更好的替代材料技术出现的前提下，对于原材

料的需求仍将持续增长，降低钴含量和提高回收利用效率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高镍低钴”

和高效回收技术的探索成为趋势。 

综上，全球动力电池大规模增长需要更大更全球化的产能供给；高镍三元软包的技术趋势能

够较好的均衡能量密度、低温性能、安全性、成本和可回收性等多项需求。公司深耕高镍三元软

包技术路线，坚持全球化客户和产能布局，与行业整体发展趋势相契合。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5,417,645,005.75 11,700,389,963.90 31.77 8,849,593,911.07 

营业收入 1,119,652,306.75 2,449,628,725.50 -54.29 2,275,652,402.76 

扣除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

和不具备商业实

质的收入后的营

业收入 

1,110,563,628.53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31,004,259.32 131,227,665.49 -352.24 -78,214,82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42,397,842.29 9,797,851.91 -5,635.89 -198,824,44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0,076,582,745.13 7,103,370,887.49 41.86 6,626,749,148.2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43,857,818.04 483,521,769.03 -295.20 -437,574,017.9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5 0.15 -333.33 -0.1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5 0.15 -333.33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98 1.88 

减少5.86个

百分点 
-1.47 

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33.21 12.99 

增加20.22

个百分点 
5.5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22,694,367.78 162,751,886.42 272,552,243.90 561,653,80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8,351,082.01 -76,685,972.50 -118,041,966.34 -37,925,23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12,387,093.75 -114,475,726.86 -150,255,796.47 -165,279,225.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0,950,453.86 -694,243,313.93 -378,851,177.67 420,187,127.4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85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51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

量 



Farasis Energy

（Asia Pacific）

Limited 

0 242,874,025 22.68 242,874,025 242,874,025 无 0 
境 外

法人 

国新风险投资管

理（深圳）有限

公司－深圳安晏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204,569,650 19.11 204,569,650 204,569,650 无 0 其他 

东兴资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上

杭兴源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59,848,937 5.59 59,848,937 59,848,937 无 0 其他 

上海宏鹰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兰溪宏鹰

新润新能源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34,675,388 3.24 34,675,388 34,675,388 无 0 其他 

戴姆勒大中华区

投资有限公司 
32,120,091 32,120,091 3.00 32,120,091 32,120,091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海孚水商务咨

询中心（有限合

伙） 

0 20,744,699 1.94 20,744,699 20,744,699 无 0 其他 

江西裕润立达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江西立达

新材料产业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0 20,674,487 1.93 20,674,487 20,674,487 无 0 其他 

北京云晖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无

锡云晖新汽车产

业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 19,113,514 1.79 19,113,514 19,113,514 无 0 其他 

赣州孚创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17,130,715 1.60 17,130,715 17,130,715 无 0 其他 

CRF EV TECH 

COMPANY PTE. 

LTD. 

0 15,005,644 1.40 15,005,644 15,005,644 无 0 
境 外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Farasis Energy (Asia Pacific) Limited 和赣



州孚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有一致行

动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参考第四节之“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相

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详情请见本年报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43.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重要会计政策和

会计估计的变更。 

4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子公司的相关信息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