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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发布暨年度股东大会 

巴斯夫集团销售额增长，收益同比下降，与预期一致  

2019 年第一季度： 

 销售额 162 亿欧元（增长 3%） 

 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为 17 亿欧元（下降 24%） 

 收益下降主要由于材料与化学品业务领域贡献降低 

 农业解决方案业务领域的收益表现强劲 

 

2019 年展望： 

 销售额小幅提升 

 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较上年小幅提升 

 

巴斯夫欧洲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薄睦乐博士（Dr. Martin Brudermueller）在德国曼

海姆玫瑰花园会议中心举行的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布：“2019 年第一季度巴斯夫

集团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3%，达到 162 亿欧元。”与 2018 年第一季度相比，不

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下降 5.49 亿欧元，为 17 亿欧元。薄睦乐博士说道：“正

如预期，这主要是材料与化学品业务领域贡献降低造成的。去年同期由于异氰酸酯

的高利润以及裂解装置产品的出色利润表现，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营养与护

理及“其他”业务领域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也有显著下降，表面处理技术业

务领域的收益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农业解决方案及工业解决方案业务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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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较去年同期则有显著增长。 

全球经济在 2019年第一季度受到地缘政治以及贸易冲突的影响，特别是中美之间的

贸易分歧。这影响了市场情绪，让许多客户持观望态度，导致巴斯夫集团在主要客

户行业，特别是汽车行业，受到了需求减弱的影响。 

产品售价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2%，主要受异氰酸酯以及裂解装置产品业务的影响。

表面处理技术、农业解决方案以及工业解决方案业务领域的产品售价提升只能部分

抵消来自材料和化学品业务领域预料之中的价格下降。受到客户整体谨慎订购行为

的影响，巴斯夫集团销量下降 4%。销量增长主要来自于农业解决方案部门于 2018

年 8 月收购拜耳业务及资产所带来的产品组合效应。汇率因素也对各个业务领域总

体销售额起到了正面影响。 

2019年第一季度息税前收益中的特殊项目为 2600万欧元，去年同期则为负 1800万

欧元。农业解决方案和工业解决方案业务领域资产剥离所带来的特殊收入超过了整

合成本、重组措施的特殊收费和其他费用。 

息税前收益较 2018年同期下降 5.05亿欧元，为 18亿欧元。税前收入降低 5.2亿欧

元，为 16亿欧元。税率从 24.1%增至 25.4%。 

持续经营活动税后收入降低 4.15 亿欧元，为 12 亿欧元。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业务在

内的已终止经营活动的税后收入增加了 9700 万欧元，达到 2.74 亿欧元。这主要归

功于销量的大幅增长，特别是在俄罗斯市场，以及自 2018年第三季度剥离该集团业

务以来暂停的折旧和摊销费用。 

净收益减少 2.73 亿欧元至 14 亿欧元。2019 年第一季度，每股收益为 1.53 欧元

（2018 年第一季度：1.83 欧元）。根据特殊项目和无形资产摊销调整后为 1.65 欧

元（2018年第一季度：1.93欧元）。 

在 2019年第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为 3.73亿欧元，较 2018年同期水平降

低 8.58亿欧元。自由现金流从去年同期的 6.04亿欧元下降至负 3.68亿欧元，主要

由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降低所致。 

Wintershall和 DEA的合并 

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巴斯夫和 LetterOne 于 2019年 5月 1日完成了 Wintershall

和 DEA的合并。巴斯夫欧洲公司执行董事会副主席 Hans-Ulrich Engel博士在 2019



第 3 页   

 

年第一季度业绩电话会议上表示：“Wintershall Dea 将成为一家领先的独立欧洲勘

探和生产公司，并在核心地区开展国际运营。通过合并两家德国企业，巴斯夫和

LetterOne为Wintershall Dea的进一步盈利增长奠定了基础。” 

拟议股息 3.20欧元 

执行董事会和监事会向年度股东大会提议将股息每股上调 0.10 欧元至 3.20 欧元。

薄睦乐表示：“根据 2018 年末 60.40 欧元的股价，巴斯夫股票的股息收益率为

5.3%。”在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相关决议后，巴斯夫将于 5月 8日向股东总共支付 29

亿欧元。 

确认 2019年预期 

巴斯夫对 2019年全球经济环境的整体预期保持不变：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8% 

 工业生产增长：2.7% 

 化学品生产增长：2.7% 

 平均欧元对美元汇率：1欧元兑换 1.15美元 

 平均原油价格（布伦特）：每桶 70美元 

巴斯夫确认了集团 2018年报告中关于 2019年销售和盈利的预期，并预计销售额和

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都将略有增长，增幅在 1%至 10%的低位区间。预计资

本回报率（ROCE）将略高于资本成本率，但与 2018年相比将有所下降。 

各业务领域 2019年第一季度业务表现 

化学品业务领域（包括石油化学品和中间体业务部）销售额为 25 亿欧元，较 2018

年第一季度下降了 13%。其中，石油化学品业务部销售额下降明显，中间体业务部

销售额小幅下降。导致两个业务部销售额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销量和价格的降低。 

与去年同期相比，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下降了 1.69亿欧元，为 3.06亿欧元。

两个业务部的利润都有所下降，尤其是石油化学品业务部。这主要是石油化学品业

务部包括蒸汽裂解产品业务在内的利润下跌和两个业务部的销量降低所造成。此外，

两个业务部的固定成本都略有增加：在石油化学品业务部，上升的维修费用是主要

原因；而中间体业务部的固定成本上升则是因为货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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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业务领域（包括特性材料和单体业务部）的销售额为 29亿欧元，较去年同期下

降 15%。两个业务部的销售额都有所下降，但主要原因是单体业务部的异氰酸酯价

格走低。 

两个业务部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均大幅下滑，为 3.23 亿欧元，去年同期为

8.16 亿欧元。这主要由于单体业务部的异氰酸酯价格走低。特性材料业务部的较高

利润未能抵消主要来自汽车行业销量走低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两个业务部的固

定成本略高于去年同期，主要归结于汇率因素。 

工业解决方案业务领域（包括分散体与颜料和特性化学品业务部）的销售额为 22亿

欧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2%。其中，分散体与颜料部业务部的销售额与 2018年

第一季度持平，特性化学品业务部的销售额同比则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巴斯夫造

纸和水处理化学品业务已转至索理思集团，该业务先前归属于特性化学品业务部。 

与 2018年第一季度相比，工业解决方案业务领域的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同比

增长 15%，达到 2.64亿欧元。由于价格上涨、销量增长和正面的汇率因素的影响，

特性化学品业务部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大幅提升。分散体与颜料业务部不计

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小幅提升，主要是由于价格上涨和汇率因素的正面影响。特

性化学品业务部的息税前收益包括转让巴斯夫造纸和水处理化学品业务给索理思集

团所带来的特殊收入。 

与 2018年一季度相比，表面处理技术业务领域（包括催化剂、涂料和化学建材业务

部）的销售额增长 13%，达到 36亿欧元。其中，催化剂业务部的销售额增长尤其强

劲。化学建材业务部的销售额也大幅增长，涂料业务部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销售额增长主要得益于所有相关业务部的价格上涨、汇率因素带来的正面影响，以

及催化剂和化学建材业务部的销量增长。 

该业务领域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为 1.59 亿欧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化学建材业务部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大幅增加，主要得益于更高的利润。催

化剂业务部由于销售额增长，收益略有上升。相比之下，涂料业务部不计特殊项目

的息税前收益显著降低，主要归因于汽车行业的业务疲软。 

营养与护理业务领域（包括护理化学品和营养与健康业务部）的销售额为 16亿欧元，

与去年同期持平。营养与健康业务部销售额的大幅增加，与护理化学品业务部销售

额的略微降低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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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为 2.22亿欧元，与 2018年一季度的 2.54亿欧元相比，

同比下降 13%。营养与健康业务部于去年一季度收到了由于 2017 年中断生产而获

得的保险赔付，因而导致该部门今年的固定成本显示同比上升。此外，动物营养业

务的利润下降，导致营养与健康业务部的收入总体显著下降。护理化学品业务部的

收入大幅提高，主要得益于更高的利润，抵消了部分负面影响。 

农业解决方案业务领域的销售额为 26亿欧元，同比增长 53%。这主要归因于 2018

年 8 月巴斯夫收购拜耳的重要业务与资产带来的产品组合效应。巴斯夫原来的业务

也实现了价格上调，但受到天气因素影响，销量同比大幅下降。 

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达 7.4 亿欧元，同比增长 75%，主要是收购业务带来的

贡献。息税前收益包括遵循反垄断机构规定的条件从收购拜耳相关业务范围内剥离

业务所获得的特殊收入。2019 年一季度，相关特殊收入超过了整合收购业务的特殊

费用。 

与去年同期相比，其他业务领域的销售额大幅增长。主要由于巴斯夫造纸和水处理

化学品业务中未转让给索理思的那部分经营活动现计入“其他”报告项中。不计特

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与 2018年第一季度相比大幅下降，主要归因于汇率因素，以及

长期激励计划带来的估值效应。 

 

关于巴斯夫 

在巴斯夫，我们创造化学新作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我们将经济上的成功、社会责任和环

境保护相结合。巴斯夫在全球拥有约 122,000名员工，为几乎所有国家、所有行业的客户成功作出贡

献。我们的产品分属六大业务领域：化学品、材料、工业解决方案、表面处理技术、营养与护理、

农业解决方案。2018 年巴斯夫全球销售额约 630 亿欧元。巴斯夫的股票在法兰克福（BAS）证券交

易所上市，并以美国存托凭证（BASFY）的形式在美国证券市场交易。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bas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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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 3日，您能通过以下巴斯夫官网链接获取更多信息： 

 

巴斯夫集团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北京时间下午 1:00起） 

basf.com/quarterlystatement （英文） 

basf.com/quartalsmitteilung （德文） 

新闻稿（北京时间下午 1:00起） 

basf.com/pressrelease （英文） 

basf.com/pressemitteilungen （德文） 

现场直播：分析师与投资者电话会议（北京时间下午 2:30起） 

www.basf.com/share/conferencecall （英文） 

www.basf.com/aktie/telefonkonferenz （德文） 

现场直播：薄睦乐博士演讲（北京时间下午 4:00起） 

basf.com/shareholdermeeting （英文） 

basf.com/hauptversammlung （德文） 

照片 

basf.com/pressphotos （英文） 

basf.com/pressefotos （德文） 

视频素材 

tvservice.basf.com/en （英文） 

tvservice.basf.com （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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