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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新能源系列（二）：电池行业投资项目之实务要点解析（上篇） 

作者：卢在光丨袁一格丨姜晓雨丨汤晨冰丨李瑞 

我们在上一篇《电化学储能风起时》中已对电化学储能行业及相关政策法规进行了介绍，本文将重点进

一步聚焦在电化学储能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 电化学电池，从主管部门、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外资准

入、企业生产经营资质等方面讨论相关电池行业投资项目中的实务重点。 

按照下游应用场景区分，电池主要包括应用在 3C 设备等消费类产品的消费电池，应用在电动汽车、电

动船舶等动力领域的动力电池，以及应用在储能电站、备用电源等储能领域的储能电池。由于消费电池在技

术路线、产品性能和形态、客户类型和应用领域上同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存在较大差异1，但动力电池和储

能电池在技术原理上无明显区别2，均属于新能源赛道中的热点行业，且相关投资项目适用法规及重点问题

类似，故本文主要以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作为讨论对象（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所述电池概指动力电池及储能

电池）。 

一、电池行业的主管部门、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一） 行业主管部门 

电池行业的宏观管理职能主要由国家及地方发改委承担，其主要负责拟订电池行业相关的发展规

划方案，指导推进和综合协调体制改革以实现行业战略调整等；电池行业的行政管理职能主要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承担，其主要负责拟订电池行业相关的规范条件及标准，以鼓励和引导电池行业技术进步和规

范发展，推动电池产业健康发展3。 

电池行业的全国性自律组织主要为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和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4。其中，中

国电池工业协会的主要职能包括对电池工业的政策提出建议，以及起草电池工业的发展规划和电池产

品标准等方面5。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能包括组织制定、修订电池行业的协会标准，  

 
1 参考自宁德时代（300750）《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2  参考自《安信证券·公司深度分析证券研究报告：利元亨（688499.SH）锂电设备后起之秀，平台化布局打开成长天花板 

2022.09.06》。 

3 参考自孚能科技（688567）《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4 参考自宁德时代（300750）《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派能科技（68806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5 参考自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官网载明的协会简介（http://www.chinabattery.org/channel3/11/11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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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协助政府组织编制电池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等方面6。 

（二） 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强制性国家标准 

近年来，鼓励、规范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发展的法规及政策文件频出，我们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法

律法规、政策文件以及强制性国家标准总结如下，以提示电池企业需满足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以及技

术规范等相关要求。 

发布时间 法规/政策/标准名称 颁发部门 要点内容 

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 

2022.03.29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能

源汽车企业安全体系建

设的指导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交通运输

部，应急管理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 

要求新能源汽车企业要对动力电池、驱动

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等关键零部件供应商

提出明确的产品安全指标要求，制定供应

商质量体系评价制度，强化供应商评估。鼓

励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积极配合开放与产品

安全、质量分析等相关的必要数据协议。要

求企业积极与动力电池供应商开展设计协

同，持续优化整车与动力电池的安全性匹

配以及热管理策略，明确动力电池使用安

全边界，提高动力电池在碰撞、振动、挤压、

浸水、充放电异常等状态下的安全防护能

力。 

2021.12.10 

《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

条件（2021 年本）》以及

《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

公告管理办法（2021 年

本）》 

工业和信息化部 

明确了锂离子电池行业的产业布局及项目

设立相关要求，建立关于工艺技术、质量管

理、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安全生产和职业

卫生、社会责任、监督和管理等方面的行业

规范。 

2021.09.24 
《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

范（暂行）》 
国家能源局 

要求新建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储能项目遵循

全生命周期理念，建立电池一致性管理和

溯源系统，梯次利用电池均要取得相应资

质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估报告；已建和新建

的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储能项目建立在线监

控平台，实时监测电池性能参数，定期进行

维护和安全评估，做好应急预案。 

2021.08.19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

池梯次利用管理办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学技术部，生态

环境部，商务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 

要求梯次利用电池产品企业依法履行主体

责任，遵循全生命周期理念，落实生产者责

任延伸制度，保障本企业生产的梯次产品

质量，以及报废后的规范回收和环保处置；

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应采取易梯次利用的

 
6 参考自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官网载明的协会简介（http://www.ciaps.org.cn/news/show-htm-itemid-39110.html）。 

http://www.ciaps.org.cn/news/show-htm-itemid-39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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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法规/政策/标准名称 颁发部门 要点内容 

产品结构设计。 

2020.10.20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规划（2021—2035 年）》 
国务院办公厅 

提出立足新能源汽车可持续发展，落实生

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加强新能源汽车动力

电池溯源管理平台建设，实现动力电池全

生命周期可追溯。支持动力电池梯次产品

在储能、备能、充换电等领域创新应用，加

强余能检测、残值评估、重组利用、安全管

理等技术研发。优化再生利用产业布局，推

动报废动力电池有价元素高效提取，促进

产业资源化、高值化、绿色化发展。 

2020.07.24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

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 
工业和信息化部 

要求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在产品全生

命周期内，为每一辆新能源汽车产品建立

档案，跟踪记录汽车使用、维护、维修情况，

实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管理，

跟踪记录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情况。 

2020.04.29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 

建立电器电子、铅蓄电池、车用动力电池等

产品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电器电子、铅

蓄电池、车用动力电池等产品的生产者应

当按照规定以自建或者委托等方式建立与

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旧产品回收体系，

并向社会公开，实现有效回收和利用。 

2019.12.16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

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

范条件（2019 年本）》以

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

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

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

（2019 年本）》 

工业和信息化部 

针对开展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梯次

利用或再生利用业务的企业，提出企业布

局与项目选址，技术、装备和工艺，资源综

合利用及能耗，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和职业

教育，安全生产、人身健康和社会责任等方

面的要求。 

2018.12.10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

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 

提出科学规划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发展

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

池汽车等新能源汽车，并对于新建车用动

力电池单体/系统企业投资项目的研发技

术、生产能力、技术指标、生产者责任等方

面提出要求。 

2016.12.26 
《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

政策》 
环境保护部 

适用于各种电池在生产、运输、销售、贮存、

使用、维修、利用、再制造等过程中产生的

混合废料、不合格产品、报废产品和过期产

品的污染防治。重点控制的废电池包括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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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法规/政策/标准名称 颁发部门 要点内容 

的铅蓄电池、锂离子电池、氢镍电池、镉镍

电池和含汞扣式电池。废电池污染防治应

遵循闭环与绿色回收、资源利用优先、合理

安全处置的综合防治原则。逐步建立废铅

蓄电池、废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等的收

集、运输、贮存、利用、处置过程的信息化

监管体系，鼓励采用信息化技术建设废电

池的全过程监管体系。 

2016.12.25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推行方案》 
国务院办公厅 

提出建立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

系。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应负责

建立废旧电池回收网络，利用售后服务网

络回收废旧电池，统计并发布回收信息，确

保废旧电池规范回收利用和安全处置。动

力电池生产企业应实行产品编码，建立全

生命周期追溯系统。 

2016.01.05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技术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环境保护部，商务

部，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提出加强对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工

作的技术指导和规范，明确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的责任主体，明确建立动力电池编码

制度，建立可追溯体系，鼓励进行废旧动力

电池梯级利用，指导相关企业建立上下游

企业联动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防止

行业无序发展。 

2015.12.31 

《关于发布电池等 4 个行

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

系的公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 

其中的《电池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规定电池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包括

铅蓄电池、锌系列电池、镉镍电池、氢镍电

池、锂离子电池、锂原电池生产企业的清洁

生产评价指标。 

2015.12.10 

《铅蓄电池行业规范条

件（2015 年本）》以及《铅

蓄电池行业规范公告管

理办法（2015 年本）》 

工业和信息化部 

明确了铅蓄电池行业的企业布局、生产能

力、工艺与装备、环境保护、职工卫生与安

全生产、节能与回收利用等相关要求。 

2014.08.06 

《关于执行电池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有关问题

的复函》 

环境保护部 

要求电动汽车等领域的大容量锂离子电池

企业应以电池容量为单位执行单位产品基

准排水量。 

强制性国家标准 

2021.04.30 

《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

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

技术规范》（GB 40165-

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中国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

针对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

组，提出一般安全要求、电池电安全、电池

环境安全、电池组环境安全、电池组系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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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法规/政策/标准名称 颁发部门 要点内容 

2021） 会 能性安全、系统安全等安全技术规范。 

2020.05.12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

池安全要求》（GB 38031-

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中国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 

规定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单体、电池包

或系统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适用于电

动汽车锂电子电池和镍氢电池等可充电储

能装置。 

2013.12.27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30484-2013） 

环境保护部，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 

规定电池工业企业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监测和监控要求，以及标准的实

施与监督等相关规定；适用于电池工业企

业或生产设施的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排

放管理，以及电池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及其投产后的水污染物和大气污

染物排放管理。 

二、电池行业的外资准入 

随着我国外商投资准入限制的不断开放、以及外商投资新能源项目的诸多政策利好，电池行业日渐受到

外国投资者的重点关注，外资电池企业也纷纷大力布局中国市场。自 2017 年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

录》放开了关于汽车电子和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外资限制，以及被称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白名单”制度的

《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7于 2019 年被废止后，电池行业领域、尤其是新能源电池行业领域的外资

准入条件不断放宽，成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行业领域。 

根据现行有效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 年版）》以及仍处于征求意见稿阶段的《鼓励外商投

资产业目录（2022 年版）》，汽车制造业中的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包括能量型动力电池单

体、电池管理系统等），以及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中的高技术绿色电池制造（包括动力镍氢电池、锌镍蓄电

池、钠盐电池、锌银蓄电池、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等）均被列入全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同时，现行有效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 年版）》未将电池行业列为外资限制

或禁止投资行业。 

三、电池企业的生产经营资质 

在电池行业投资项目中还需要重点关注电池企业的生产经营资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项目经验，

我们将电池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可能涉及的主要业务资质总结如下。 

 
7 （具体参考自网页信息：https://www.sohu.com/a/329732784_436027）2015 年 3 月 2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汽车动力

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宣布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可按照相关要求，通过“汽车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管理系统”进

行在线申报。自 2015 年 11 月起，工业和信息化部先后发布了四批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被业界称为“白名单”，共有 57

家电池企业入围，涵盖宁德时代、沃特玛、天津力神、国轩高科等多家本土动力电池企业。“有分析认为，‘白名单’自发
布实施至被废止的若干年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资电池企业的进入，无形中为中国动力电池企业筑起“防护墙”，从而
为本土电池企业发展壮大赢得了时间。” 

https://www.sohu.com/a/329732784_43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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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设工程相关资质 

1.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或备案。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的规定，企业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区分为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

等项目及其他项目；国家对于前者实施核准管理，对于后者实施备案管理。电池企业的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通常需办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对于电池企业的各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主要包括厂

房、产线等项目），通常需关注其是否存在应办理而未办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项目信息发生

较大变更而未办理相应变更手续、实际产能规模超出备案产能规模等情形。 

2. 建设施工资质及竣工验收备案。《城乡规划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及《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手续等作出了详细规定。在电池行业投资项目中，对于电池企业的各处建设项目，通常需关

注其是否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办理前述建设施工相关资质以及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3.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或备案手续。根据《消防法》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

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设工程区分为特殊建设工程及其他建设工程。对于特殊建设工

程，实施消防设计审查制度及消防验收制度；对于其他建设工程，实施备案抽查制度。同时，根据

我们的相关项目经验，各地主管部门对于是否需要进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的要求存在一定

差异。因此，在电池行业投资项目中，建议结合前述法律法规及属地主管部门的具体要求判断相应

电池企业是否需要就其各项建设工程办理相关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或备案手续。 

4. 节能审查手续。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的规定，针对企业投资项目，除年综合能

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用能

工艺简单、节能潜力小的行业无需单独进行节能审查之外，其余企业投资项目均应当在开工建设前

取得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未按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通过的项目，建设

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因此，如电池企业的生产项目符合前述能源

消费量或电力消费量的要求，还应关注其是否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节能审查手续。 

（二） 环境保护相关资质 

根据部分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案例，电池正负极材料、电芯等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污染物主要包括

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和噪声等8。在上市审核过程中，环境保护问题是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其主要关注点包括但不限于：主营业务是否涉及重污染；环保投入情况及环保制度执行情况；生产环节

是否产生危险废物、是否委托有资质的企业处理；是否存在环保方面的重大违规、纠纷情形；是否符合

国家和地方环保要求，如是否履行环评手续、是否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是否取得相应环保批

文等9。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项目经验，我们就电池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通常涉及的业务资质梳理并

提示如下： 

1. 排水许可证。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等相关

 
8 参考自盟固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派能科技（68806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 

9  参考自宁德时代（300750）《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孚能科技

（688567）《关于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比

亚迪（002594）《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境内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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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工业、建筑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向排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排水

许可证，经批准后方可排水。因此，如电池企业涉及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则应关注其是否

取得相应的排水许可证。 

2. 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表。根据《环境保护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

于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或者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同，国家对不同排污单位分别实施排污许可重点

管理、排污许可简化管理、排污登记管理；仅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

证；实行简化管理以及重点管理的企业均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

理名录（2019 年版）》的规定，铅酸蓄电池制造实施重点管理，锂离子电池制造、镍氢电池制造、

锌锰电池制造、其他电池制造实施简化管理。因此，建议关注电池企业的电池制造项目是否已取得

排污许可证，以及是否存在未经许可排放污染物、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污染物等违规情形。 

3. 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手续。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于建设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程度不同，不同建设项目可能需要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登记表。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

名录（2021 年版）》，电池制造项目通常需根据其实际生产情况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

告表。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

用；且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

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因此，在电池行业投资项目中需关注电池企业的建设项目是否存在未履行环境

影响评价手续、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手续即投入生产等违规情形。 

4. 危险废物处置合规。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制定危

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

关资料。如电池企业在其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危险废物，需关注其是否已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置、或

委托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处置危险废物。 

5. 辐射安全许可证。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生产、销售、使用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我们注意到部分电池企业在其生产经

营活动中存在使用放射源或射线装置的情形，如宁德时代（300750）披露其在动力电池系统、储能

系统的研发、生产过程中涉及使用 V 类放射源10，达志科技（300530）披露其子公司湖南领湃、苏

州领湃使用 V 类放射源、射线装置11，前述主体均已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因此，建议在电池行业

投资项目中根据相关电池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活动情况判断是否需要辐射安全许可证。 

（三） 安全生产经营相关资质 

1. 安全生产制度合规。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遵守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设置安全生产机构或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从业人员进行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等合规要求。在实践中，监管部门在上市审核过程中，通常要求电池企业披露

其是否已建立并执行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发生安全事故和纠纷等情况12。因此，在电池

行业投资项目中，需关注电池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是否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并执行

 
10 参考自宁德时代（300750）《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11 参考自达志科技（300530）《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 

12 参考自孚能科技（688567）《关于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之回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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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安全生产制度。 

2. 职业病防护合规。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及《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新建建设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应当进

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在竣工验收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

施应当由建设单位负责依法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因此，如电池企业的各

项生产项目涉及辐射、噪声、粉尘、高温等危害因素，则需要关注其是否已按照前述规定编制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以及组织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3. 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的规定，全国化工（含石油化工）、

医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石油开采、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

行业企业应当按照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等要求，加强标准化建设，可以自愿申请

标准化定级。企业标准化等级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据此，安全化生产标准化证书系电

池相关企业自愿申请而非必须取得的经营资质，但我们注意到部分企业（如宁德时代（300750）、

万润新能（688275））已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4. 危险化学品相关资质。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危险化学品登记

管理办法》《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应当向国务院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的机构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且应当在进行生产前取得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如生产列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危险化学品，还需取得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属于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的除外），应当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经营（包括仓储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

业，应当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情形除外；此外，生产、经营、使用

危险化学品的企业还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项下的各项安全内控要求。 

我们注意到电池相关生产经营企业可能涉及生产、经营、使用危险化学品的情况，例如，宁德时代

（300750）公开披露其子公司湖南邦普主要从事二次电池和废镍、废钴资源回收与处理及生产镍钴锰氢

氧化物（俗称三元前驱体），生产过程中也会按比例将不匹配部分的镍钴锰结晶成氯化钴及硫酸钴，其

已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登记证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13；天华超净（300390）

公开披露其子公司天宜锂业是一家专业从事电池级氢氧化锂生产及销售的企业，产品主要用于生产新

能源汽车用动力电池的三元正极材料，其已取得危险化学品登记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全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14。 

因此，在电池行业投资项目中，尤其是对于锂电池正极材料或其上游原材料相关企业，应当结合

《危险化学品目录》判断相关电池企业是否涉及生产、经营或使用危险化学品。如涉及生产危险化学品，

需关注其是否存在应办理而未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或全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如适用）而投产的情形；如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则需结合其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及使用量，

判断其是否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如涉及危险化学品经营，需关注其是否已取得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 

 
13 参考自宁德时代（300750）《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

说明书（注册稿）》。 

14 参考自天华超净（300390）《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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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电池回收相关资质 

我们注意到，很多电池企业目前已在废旧电池回收及利用等相关领域进行布局，如宁德时代

（300750）、国轩高科（002074）、盟固利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经验，从事电池回收业务通常需

根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在营业执照上登记再生资源

回收经营者备案事项；如涉及报废机动车回收，还需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取得报废

机动车回收资质认定。此外，从事动力蓄电池回收业务还需遵守《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

暂行办法》《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暂行规定》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

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五） 进出口相关资质 

除前述业务经营资质外，如电池企业从事进出口业务，通常可能涉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海

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进出口商品检疫等进出口资质；如涉及危险货物出口（例如锂电池），还

需申请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性能检验和使用鉴定。 

综上，电池行业通常不涉及外资限制或禁止，相关电池企业在经营发展中应持续重视并遵守各方面的经

营合规要求，电池行业投资项目中也应重点关注该类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资质。下一篇我们将继续关注电池

行业投资项目中的实务要点，探讨核心技术、核心人员、劳动用工、产品责任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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