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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2019 年 7 月 25 日 

巴斯夫二季度销售额同比小幅下降、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显著低
于去年同期 

 销售额为 152 亿欧元（同比下降 4%） 

 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折旧及摊销前收益为 20 亿欧元（同比下降 27%） 

 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为 10 亿欧元（同比下降 47%） 

 对 Wintershall 的拆分带来 65 亿欧元净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50 亿欧元） 

 薄睦乐：“巴斯夫正迅速地严格贯彻一系列战略增长行动。” 

 

2019 年二季度，经济大环境对巴斯夫而言充满挑战。巴斯夫欧洲公司执行董事会主

席薄睦乐博士（Dr. Martin Brudermueller）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的状况是不确

定性高、能见度低且难以预测。公司二季度业绩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与去年二季度相比，巴斯夫销售额下降 4%，为 152 亿欧元。价格下跌 2%，主要由

异氰酸酯和裂解产品业务导致。销量下降 6%。除了营养与护理以外的所有业务领域

的销量都有所下降，其中尤以化学品和农业解决方案业务领域最为显著。主要原因

在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和美国德克萨斯州亚瑟港基地蒸汽裂解装置的检修安排；而北

美不利的天气条件则影响了农业解决方案业务领域的销量。收购自拜耳的种子及非

选择性除草剂业务，带来了 2%的正面产品组合效应。汇率因素带来了 2%的积极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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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折旧及摊销前收益下降 27%，为 20亿欧元。不计特殊项目的

息税前收益为 10 亿欧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47%。 

全球贸易冲突，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引起了公司的深切关注。薄睦乐说：“我们

先前根据大体评估认为年中会达成解决方案，而现在看来目前的局面还将持续一段

时间。”巴斯夫已于 7 月 8 日的业绩预告中公布了一些主要数据。公司基于对整体

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假设，于 2019 年 2 月发布了全年展望。“不幸的是，许多假设并

没有成为事实，因而我们不得不下调全年展望。”薄睦乐补充说明这不会改变巴斯

夫递进的分红政策，他表示：“我们希望逐年增加每股分红。” 

迅速、坚决地实施新战略 

巴斯夫新战略中明确了一系列举措更加专注客户需求、提高效率，并建立更为高效

的组织架构。薄睦乐表示：“尽管有一些挑战，我们正迅速地严格贯彻一系列战略增

长行动。” 

巴斯夫目前正在调整公司组织结构，精简管理，锐化服务部门和地区部门的职责，

并简化程序和流程。近几个月来，一大部分职能服务已嵌入业务运营部门。截至 7

月底，已有 15,000 名员工转入更为贴近客户的部门工作，到 10 月份将有更多的员

工加入进来。此外，公司还明确了一个由不到 1,000 名员工组成的企业中心，这一

精简的团队将协助巴斯夫执行董事会指导整个集团的运作。该中心占公司总员工人

数的不到 1%。其余服务将由四个跨职能服务部门提供，这几个部门最初会包括约

29,000 名员工。 

这些举措都是巴斯夫“卓越项目”的一部分。更为精简的架构与流程预计能为公司

每年节省约 3 亿欧元。薄睦乐表示：“来自生产、物流和计划工作的相关优化运营

措施也将为卓越项目带来可观的贡献。数字化和自动化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总体

来说，新举措从 2021 年末起预计将为巴斯夫每年贡献 20 亿欧元的息税、折旧及摊

销前收益。” 

巴斯夫此前曾宣布到 2021 年底将在全球减少约 6,000 个工作岗位。这主要通过架构

简化，同时提升管理、服务及各业务部门的效率来实现。此外，考虑到化学建材和

颜料业务已公布的业务组合调整，公司核心部门架构也将更为精简。 

薄睦乐介绍了减员项目的进展：“今年上半年，在位于路德维希港的巴斯夫欧洲公



第 3 页  
 

司，超过 1,100 名员工接受并签署了离职协议。” 

上半年巴斯夫客户行业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巴斯夫客户行业上半年增长明显低于预期。全球工业生产显著放缓。以汽车行业为

例：此前预期行业 2019年增幅在 0.8%左右，然而上半年实际萎缩了 6%。在中国，

降幅甚至达到了 13%。与去年同期相比，欧洲化学品生产下降了 0.5%。在德国的下

滑尤其明显，降幅达 3.5%。 

北美主要农作物产区遭受长期强降雨，对农业领域造成影响。薄睦乐表示：“洪水

和极端气候为我们的农业解决方案业务蒙上阴影。” 

化学品和材料业务领域表现影响第二季度收益 

巴斯夫欧洲公司执行董事会副主席兼首席财务官 Hans-Ulrich Engel 博士介绍了二季

度财报。与 2019上半年一致，二季度收益受到化学品和材料业务领域销量和利润率

下降带来的显著负面影响。Engel 表示：“这两大业务领域总计占到 2019 年二季度

整体收益下滑的 83%。” 

农业解决方案业务领域的收益亦大幅下降，主要由于新收购业务的季节性负收益以

及作物保护业务销量的下降。工业解决方案业务领域的收益显著增加，表面处理技

术以及营养与护理业务领域的收益小幅上升，但这只能部分抵消其他业务领域的收

益下降。 

二季度息税前收益中的特殊项目总额为负 4.97 亿欧元，2018 年同期则为负 6600 万

欧元。特殊项目的增加部分归因于“卓越项目”带来的一次性成本。此外，美国墨

西哥湾沿岸的天然气投资受阻，巴斯夫将终止该项目，导致了计提的减值损失。此

外，拜耳收购业务和资产的整合也导致了农业解决方案业务领域的特殊项目总额的

增加。2019 年二季度息税前收益从去年同期的 19 亿欧元减少至 5.48 亿欧元。 

净收入达 65 亿欧元，2018 年第二季度则为 15 亿欧元。报告的每股收益在 2019 年

二季度从 1.61 欧元增加到 7.03 欧元。这主要由于 Wintershall 和 DEA 完成业务合并

后，拆分所产生的账面收益。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为 0.82 欧元，而去年同期每股收益

则为 1.77 欧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为 19 亿欧元，2018 年第二季度则为 22 亿欧元。自由现金流

减少 31%，为 9.65 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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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宏观经济展望 

薄睦乐表示：“最近几个月全球经济风险显著增加。主要由地缘政治以及美国与其

贸易伙伴之间持续的贸易冲突所致。这些冲突预计不会在近期得到缓解，令全球宏

观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特别是在中国。” 

巴斯夫大幅降低对 2019全球工业生产和全球化学品生产的增长预期，均从之前预测

的 2.7% 下调至 1.5%。薄睦乐表示：“汽车行业对于巴斯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客户

行业，今年也难见复苏。我们预计全球汽车行业今年将下降 4.5%。所有行业的客户

对未来预期和订购行为都非常谨慎。我们能预见的需求增长也较为低迷。”  

巴斯夫集团调整 2019 年展望 

鉴于充满挑战的宏观经济环境，巴斯夫集团对于 2019 年的展望在 7月 8 日进行了调

整：巴斯夫目前预计销售额将略有下降。公司预计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的降

幅达 30%。2019 年全年资本回报率（ROCE）与去年相比，预计将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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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巴斯夫大中华区 

巴斯夫与大中华市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 1885 年，从那时起巴斯夫就是中国的忠实合作伙伴。作为中

国化工领域重要的外商投资企业，巴斯夫主要的生产基地位于上海、南京和重庆，而上海创新园更

是全球和亚太地区的研发枢纽。2018年，巴斯夫向大中华区客户的销售额超过 73亿欧元，截至年底

员工人数为 9,317 名。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basf.com。 

 
 

2019 年 7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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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报告（北京时间下午 1 点起） 
basf.com/halfyearfinancialreport （英语） 
basf.com/halbjahresfinanzbericht （德语） 

 

http://www.basf.com/
https://www.basf.com/cn/zh.html
http://basf.com/halfyearfinancialreport
http://basf.com/halbjahresfinanzber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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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北京时间下午 1 点起） 
basf.com/pressrelease （英语） 
basf.com/pressemitteilungen （德语） 

 现场直播（北京时间下午 3 点起） 
basf.com/pcon （英语） 
basf.com/pressekonferenz （德语） 

 演讲（北京时间下午 3 点起） 
basf.com/pcon （英语） 
basf.com/pressekonferenz （德语） 

 

 

 
 

现场直播：分析师与投资者电话会议 （北京时间下午 5 点起） 
basf.com/share/conferencecall （英语） 
basf.com/aktie/telefonkonferenz （德语） 

 照片 
basf.com/pressphotos （英语） 
basf.com/pressefotos （德语） 

 视频素材  

tvservice.basf.com/en （英语） 
tvservice.basf.com （德语） 

  

前瞻性声明 
本新闻稿内容包含以巴斯夫管理层的当前预计、估计和期望以及现有信息为基础的前瞻性声明。这

些声明并不保证未来的业绩，声明中涉及难以预计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并且对未来事件的假设并

不精确。许多因素可能导致巴斯夫的实际结果、业绩或成就与这些声明明示或暗示的情况不一致。

对于本新闻稿包含的前瞻性声明，我们不承担任何新责任。 
 

http://basf.com/pressrelease
http://basf.com/pressemitteil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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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asf.com/pressekonfer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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