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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2020年 10月 28日 

巴斯夫集團 2020 年第三季不計特殊項目的息稅前收益較第二季提升 主
要來自 9月業務表現良好 

2020年第三季: 

 

◼ 銷售額為 138 億歐元（較 2020 年第二季成長 9%） 

◼ 不計特殊項目的息稅前收益預計為 5.81億歐元，較 2020年第二季增加 3.55億歐

元 

◼ 息稅前收益為負 26 億歐元，主要由無現金流影響的減值所致 

◼ 強勁的自由現金流，為 14 億歐元 

2020全年展望: 

 

◼ 銷售額預計為 570-580億歐元 

◼ 不計特殊項目的息稅前收益預計為 30-33 億歐元 

 

在全球經濟受到新冠疫情持續衝擊之下，巴斯夫集團 2020年第三季不計特殊項目的

經營活動所產生收益（息稅前收益）與第二季相比大幅提升：為 5.81 億歐元，較第

二季提高 3.55 億歐元。巴斯夫歐洲公司執行董事會主席薄睦樂（Dr. Martin 

Brudermüller）表示：「這一顯著成長主要是 9月的業務表現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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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已於 10 月 9 日公佈 2020 年第三季初步資料及 2020 年全年展望。薄睦樂與

巴斯夫財務長 Hans-Ulrich Engel在今 (28) 日共同發佈 2020年第三季財務業績時說

明了更多資訊。 

巴斯夫集團第三季銷售額為 138 億歐元，較 2019 年同期小幅下降 7.45 億歐元。這

主要是不利的匯率因素影響所有業務領域所致，特別是在農業解決方案及表面處理

技術業務領域。銷量降低，尤其是美國德州亞瑟港蒸汽裂解裝置的非計畫性停產，

導致化學品業務領域銷量下滑。而銷售價格整體上揚，主要由表面處理技術業務領

域貴金屬價格上漲所致，對銷售額有一定的抵消作用。業務組合效應，特別是材料

業務領域對索爾維 (Solvay) 的聚醯胺業務的收購整合，對銷售額產生了正面影響。

與 2020年第二季相較，銷售額增加了 11億歐元。 

不計特殊項目的息稅前收益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4.75億歐元，為 5.81億歐元。這主

要是由於化學品業務領域帶來的收益減少所致。營養與護理、其他、材料及農業解

決方案業務領域的不計特殊專案的息稅前收益也大幅降低；工業解決方案、表面處

理技術業務領域則小幅下滑。 

2020 年第三季息稅前收益當中的特殊項目為負 32 億歐元。新冠疫情對經濟產生的

負面影響及組織架構調整措施為所有業務領域帶來了 28億歐元的資產減值。此外，

全球業務服務部組織架構調整所涉及的相關 3.13 億歐元經費預提也已列入。息稅前

收益為負 26億歐元，較 2019年同期大幅下降（2019年第二季為 13億歐元）。 

與 2019 年第三季相比，2020 年第三季不計特殊項目、息稅、折舊及攤銷前收益下

降 4.38 億歐元，為 15 億歐元。息稅、折舊及攤銷前收益下降 12 億歐元，為 10 億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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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收益下降為負 21億歐元，2019年第三季為 9.11億歐元。2020年第三季每股收益

為負 2.31歐元（2019年第三季：1歐元）。不計特殊專案及無形資產攤銷的調整後

每股盈餘為 0.60歐元（2019年第三季：0.89歐元）。 

雖然淨收益下降了 30億歐元，2020年第三季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為 21億歐

元，較 2019年同期增加 1.02億歐元。淨收益的下降主要是因為無現金流影響的減

值。自由現金流由 2019年同期的 11億歐元增加到 14億歐元，經營活動帶來更高

的現金流及無形資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的較低支出是主要原因。 

各地區業務表現 

與去年同期相比，2020年第三季巴斯夫歐洲地區的銷售額下降 12%，主要是由於

銷量下降，尤其是其他和材料業務領域。北美地區的銷售額下降 6%，主要原因是

銷量降低，特別是由美國德州亞瑟港蒸汽裂解裝置非計畫性停產而導致的化學品業

務領域銷量下滑。與 2019年第三季相比，巴斯夫亞太地區的銷售額成長了 10%，

這主要是因為幾乎所有業務領域的銷量增加。南美、非洲、中東地區的銷售額與去

年同期相比下降 9%，主要是由所有業務領域不利匯率因素導致，特別是農業解決

方案業務領域。 

巴斯夫集團 2020 年展望 

2020年第三季，全球工業經濟已從上一季的急劇下滑中恢復過來，但全球生產水準

依然比去年同期低 3%。受第二季停產影響特別嚴重的汽車行業，2020年第三季與

去年同期相比仍然下降約 2%。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開始回升，食品、護理等消耗產

品的需求則由於疫情原因而顯著成長。繼第三季出現動態復甦影響之後，預計此成

長趨勢將在今年剩餘的月份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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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巴斯夫對 2020年全球經濟環境的評估如下（百分比數字四捨五入至小數點

後一位）： 

◼ 國內生產總值成長：-5.0% 

◼ 工業生產成長：-5.0% 

◼ 化工生產成長：-2.5% 

◼ 匯率方面為 1歐元兌換 1.15美元 

◼ 布蘭特原油的年平均價格為每桶 40美元 

巴斯夫以上的預測乃假設新冠疫情的嚴控經濟活動措施，例如封城等，將不會重新

施行。至於 2020年第四季，巴斯夫現階段預測集團不計特殊項目的息稅前收益與

第三季相較，將持續改善。 

巴斯夫集團的全年銷售額將比去年略為下降，主要是新冠疫情導致的各種需求減

弱。巴斯夫預測 2020年不計特殊項目的息稅前收益將大幅下降。除了需求疲軟之

外，公司還預計利潤率將繼續受到壓力，特別是基礎化學品，這將會部分抵消固定

成本節省費用。 

因此，巴斯夫集團預期 2020年全年銷售額將在 570至 580億歐元之間，不計特殊

項目的息稅前收益將在 30至 33億歐元之間，長期資金報酬率（ROCE）在 0.0％

至 1.0％之間。 

 

關於巴斯夫 

在巴斯夫，我們創造化學新作用——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未來。我們將經濟上的成功、社會責任和環

境保護相結合。巴斯夫在全球擁有超過 117,000名員工，為遍佈全球各類產業客戶的成功做出貢獻。

我們的產品分屬六大業務領域：化學品、材料、工業解決方案、表面處理技術、營養與護理、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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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2019 年巴斯夫全球銷售額約 590 億歐元。巴斯夫的股票在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上市 ( 交

易代號 : BAS)，並在美國發行存託憑證  ( 交易代號 : BASFY )。欲瞭解更多資訊，請上網：

www.basf.com。 

 

2020年 10月 28日，您可以透過以下連結獲取更多巴斯夫集團的資訊： 

巴斯夫集團 2020 年第三季報告（台灣時間下午 1:00 起）  

basf.com/quarterlystatement （英文） 

basf.com/quartalsmitteilung （德文） 

 新聞稿（台灣時間下午 1:00 起） 

basf.com/pressrelease （英文） 

basf.com/pressemitteilungen （德文） 

現場直播（台灣時間下午 3:00 起） 

basf.com/pcon （英文） 

basf.com/pressekonferenz （德文） 

演講（台灣時間下午 3:00 起） 

basf.com/pcon （英文） 

basf.com/pressekonferenz （德文） 

現場直播：分析師與投資者電話會議（台灣時間下午 5:00 起） 

basf.com/share/conferencecall （英文） 

basf.com/aktie/telefonkonferenz （德文） 

照片 

basf.com/pressphotos （英文） 

basf.com/pressefotos （德文） 

電視素材 
 

tvservice.basf.com/en （英文） 

tvservice.basf.com （德文） 

 

 

 

前瞻性聲明 

本新聞稿內容包含以巴斯夫管理層的當前預計、估計和期望以及現有資訊為基礎的前瞻性聲明。這

些聲明並不保證未來的業績，聲明中涉及難以預計的風險和不確定因素，並且對未來事件的假設並

不精確。許多因素可能導致巴斯夫的實際結果、業績或成就與這些聲明明示或暗示的情況不一致。

對於本新聞稿包含的前瞻性聲明，我們不承擔任何超出法律義務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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