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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2018年 7月 27日 

巴斯夫集团 2018 年第二季度销售额和收益小幅增长 

 第二季度销售量稳固增长、售价提升、不利的汇率因素持续 

 销售额 168 亿欧元 （上涨 3%） 

 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 24 亿欧元（上涨 5%） 

确认 2018 年展望： 

 销售额小幅提升 

 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略高于 2017 年 

2018 年第二季度，巴斯夫集团的销售额和收益都实现了小幅增长。巴斯夫欧洲公

司执行董事会主席薄睦乐博士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销售额增加了 5.18 亿欧

元，达 168 亿欧元。”所有业务领域、特别是功能性材料与解决方案和石油与天然

气业务领域的售价提高是业绩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另外除特性产品业务领域，其它

业务领域销售量都实现了增长，但不利的汇率因素部分抵消了销量的增长。 

第二季度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同比增加了 1.05 亿欧元，达到 24 亿欧元，主

要由于石油与天然气业务领域的贡献大幅提高。农业解决方案和特性产品业务领域

的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略有上升；但化学品业务领域收益小幅减少，功能性

材料与解决方案的收益则大幅下降。 

2018 年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加 3.07 亿欧元，达到 334 亿欧元，特别是功能性材料

与解决方案、化学品和石油与天然气业务领域的高售价，以及除特性产品外其他业

务领域的销售量增长推动了销售额的提高。主要与美元相关的不利汇率因素影响了

所有业务领域的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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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巴斯夫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增加 1.6 亿欧元，达到 49 亿欧

元，主要由于石油与天然气业务领域的贡献大幅提高。化学品业务领域不计特殊项

目的息税前收益略有上升；但特性产品业务领域的收益小幅减少，功能性材料与解

决方案和农业解决方案的收益则大幅下降。 

计划在广东建立新的一体化基地 

薄睦乐借发布第二季度业绩的机会阐述了公司将在广东建立一个一体化（Verbund）

生产基地的计划。巴斯夫将成为首家在中国独立建设和运营一座包括蒸汽裂解装置

的一体化基地的外商投资企业。他说：“在中国，巴斯夫再度成为引领方向的开拓

者。” 

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化学品市场，约占 40%的市场份额，在全球化学品生产的增

长中发挥主导作用。薄睦乐认为：“巴斯夫的目标是成为领先的化工公司，因此我

们必须参与到中国这一重要的增长市场。另外通过建立新的一体化基地，巴斯夫能

够在中国化工行业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巩固我们在中国的独特地位。” 

巴斯夫预计整个项目将于2030年左右完工，项目投资总额预计将达到100亿美元。

第一批装置最晚将于 2026 年竣工。薄睦乐补充道：“我们要知道，签署合作谅解

备忘录只是第一步，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跟进，下一步将是完成项目的可行性研

究。” 

巴斯夫计划 8 月完成对拜耳的业务收购 

薄睦乐还报告了与拜耳达成的收购交易的进展状况：“目前巴斯夫期望这些业务的

收购将在 8 月完成，我们期待很快就能欢迎 4,500 名新员工加入巴斯夫，他们都在

从事突破性的创新领域工作。” 此次收购是与巴斯夫对现有作物保护业务、生物技

术业务和数字化应用的战略互补，另外标志着巴斯夫进入种子业务。 

2018 年全年展望  

鉴于目前的市场表现，薄睦乐补充道：“受地缘政治发展和中美两国之间以及美国

与欧洲之间贸易争端的影响，2018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风险急剧上升。我们正密切关

注这些趋势及对巴斯夫业务带来的潜在影响。 

目前，除预期油价外，巴斯夫对 2018年全球经济环境的预测保持不变。巴斯夫对经

济状况的预测如下（括号内为巴斯夫先前在 2017 年报中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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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经济增长：+3.0%（3.0%） 

 全球工业生产增长：+3.2%（3.2%） 

 全球化学品生产增长：+3.4%（3.4%） 

 平均欧元/美元汇率：1 欧元兑换 1.20 美元 （1 欧元兑换 1.20 美元） 

 平均原油价格（布伦特）：每桶 70 美元（每桶 65 美元） 

巴斯夫确认了 2017 年报中对销售额和收益的预测：预期销售额和不计特殊项目的

息税前收益将小幅提升，息税前收益将小幅下滑。此外，巴斯夫预计资本成本将大

幅增加，而计入资本成本的息税前收益将大幅下降。该预测未考虑巴斯夫石油与天

然气业务意欲与 DEA Deutsche Erdoel 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业务合并。 

各业务领域表现 

化学品业务领域的销售额为 41 亿欧元，略高于去年同期的 40 亿欧元。这主要是由

于单体和中间体业务部较高售价和销量的提升。然而，销售额受到了主要与美元有

关的汇率因素的不利影响。与 2017 年第二季度相比，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

小幅下滑，但仍达到 11 亿欧元。小幅下滑主要是由于装置大修带来的固定成本增

加。今年上半年，化学品业务领域的销售额增长 3％，从 82 亿欧元增至 84 亿欧

元。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增长 6％，达到 22 亿欧元。 

特性产品业务领域的销售额同比小幅下滑至 39 亿欧元（2017 年第二季度：41 亿欧

元），这主要是由于所有业务部受到主要与美元有关的汇率因素的不利影响。营养

与健康和护理化学品业务部的较低销量以及特性化学品和分散体与原料业务部的产

品组合效应也影响了销售额。相比之下，销售额受到销售价格上涨的积极影响。由

于较低的固定成本和较高的利润率，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为 4.09 亿欧元，较

去年同期略有增加。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额下降 5％，从 84 亿欧元降至 79 亿欧元。

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在上半年下降 4％，至 8.79 亿欧元。 

在功能性材料与解决方案业务领域，由于价格上涨和销量增加，销售额较去年同期

小幅增长 5％，达到 55 亿欧元。销售额受到主要与美元有关的汇率因素的不利影

响。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远低于 2017 年第二季度业绩，为 3.38 亿欧元，这

主要是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固定成本上升和利润率下降。今年上半年，销售额

为 107 亿欧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为 6.71 亿欧元，

而去年同期为 9.53 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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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地区受到汇率因素的不利影响，农业解决方案业务领域的销售额较去年同

期略有下降，为 15 亿欧元。巴斯夫特别增加了南美和亚洲的销量，并小幅提高了销

售价格。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为 2.78 亿欧元，略高于 2017 年第二季度。尽

管受到汇率因素的不利影响，但更有利的产品组合提升了平均利润，这足以弥补固

定成本的小幅增长。2018 年上半年，农业解决方案业务领域的销售额下降 4％，为

32 亿欧元。不计特殊项目息的税前收益减少 1.04 亿欧元，至 7.01 亿欧元。 

石油与天然气业务领域的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达到近 10 亿欧元，这主要是

由于价格上涨。在新油田投产及交易量增加之后，挪威的销量增加也提振了销售

额。一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在 2018 年第二季度平均为 74 美元（2017 年第二季度：

50 美元）。欧洲现货市场的天然气价格也明显高于去年同期。受到汇率因素的影响

销售额降低。巴斯夫将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大幅提升至 3.91 亿欧元（2017

年第二季度：1.83 亿欧元）。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在挪威，巴斯夫因储备增加

和销量增长而录得较低的折旧，净收入大幅提升。今年上半年，销售额增至 19 亿欧

元（2017 年：16 亿欧元），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增至 7.56 亿欧元（2017

年：3.53 亿欧元）。 

其他业务领域销售额为 6.62 亿欧元，远高于 2017 年第二季度报告的 4.76 亿欧元，

主要得益于原材料贸易的销量和价格上涨。由于拨备缴款减少和外汇改善，不计特

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大幅提升。与 2017 年上半年相比，销售额增长 12％至 12 亿

欧元，不计特殊项目的息税前收益增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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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主要的投资项目位于上海、南京和重庆，其中上海创新园

更是全球和亚太地区的研发枢纽中心。2017年，巴斯夫向大中华区客户的销售额达到 73 亿欧元，截

至年底员工人数为 8,982 名。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www.bas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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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在全球拥有超过115,000名员工，为几乎所有国家、所有行业客户的成功作出

贡献。我们的产品分属五大业务领域：化学品、特性产品、功能性材料与解决方案、农业解决方案、

石油与天然气。2017年巴斯夫全球销售额为645亿欧元。巴斯夫的股票在法兰克福（BAS）、伦敦

http://www.bas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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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A）和苏黎世（BAS）证券交易所上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bas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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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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