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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莱恩在2019上半财年提升了销售额与经营活动现金流 
 

 

• 将出售整个色母粒与颜料业务，重新划入非持续经营活动 

• 以当地货币计算，持续经营业务销售额增长4%至22.29亿瑞士法郎 

• 持续经营业务扣除特殊项前息税、折旧及摊销后利润率（EBITDA）为15.9%，

降低2%至3.55亿瑞士法郎 

• 因欧盟委员会正在进行的竞争法调查，一次性计提2.31亿瑞士法郎 

• 计提后持续经营EBITDA为1.02亿瑞士法郎，集团净利润为负1.01亿瑞士法郎 

• 经营活动现金流增长11%至1.13亿瑞士法郎 

• 2021年展望：专注的产品组合以实现高于市场的增长、更高的盈利率和更强的

现金生成 

 

 

 

 

“2019上半年无疑充满挑战——尤其第二季度，还额外受到临时性负面和一次性事件

的影响。我们的持续业务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表现出了韧性，这让我们感到安慰，剥

离色母粒和颜料的战略决策将继续，”科莱恩执行主席郭海力（Hariolf Kottmann）

表示。“尽管目前的经济环境存在不确定性，我们持续投资组合的增长情况仍未改

变。我们将继续加强关注客户体验以及快速、可靠地满足客户所需，从而实现高于市

场增长，更高盈利率和更强现金生成。” 



 
 

 

 
 

关键性财务数据 

持续经营 第二季度 上半财年 

单位：百万瑞士法郎 2019 2018 % CHF % LC 2019 2018 % CHF % LC 

销售额 1 065 1 075 -1 3 2 229 2 224 0 4 

扣除特殊项前的 EBITDA 162 172 -6  355 362 -2  

- 利润率 15.2 % 16.0 %   15.9 % 16.3 %   

扣除特殊项后的 EBITDA -82 (1) 160 n.m.  102 (1) 341 -70 
 

- 利润率 -- 14.9 %   4.6 % 15.3 % 
  

息税前利润（EBIT）     -47 (1) 210 
  

持续经营净利润     -133 (1) 128   

净利润 (2)     -101 (1) 211 
  

经营活动现金流 (2)     113 (1) 102 
  

员工数量    
  

17 790 17 901 (3) 
  

非持续经营         

销售额 558 592 -6 -3 1 109 1 165 -5 -2 

非持续经营净利润     32 83   

(1) 包括因欧盟委员会调查计提的 2.31 亿瑞士法郎  

(2) 包括非持续经营的集团业务 

(3)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包括非持续经营业务) 

 

 

2019上半财年：更高的销售额与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改善 

 

瑞士穆顿兹/中国上海，2019年7月25日——科莱恩，专注、创新的特种化学公司，今日宣

布，2019上半年的销售额共计22.29亿瑞士法郎，高于2018上半年的22.24亿瑞士法郎。

得益于量价双升，以当地货币计算，有机销售额增长了4%。 

 

上半财年，以当地货币计算，几乎所有区域都为持续经营销售额增长做了贡献。拉美地区

强劲增长了10%，中东和非洲地区增长了8%。亚洲和欧洲销售额也实现了良好的增长，分

别为5%和4%。但是，中国市场下降了9%，北美市场轻度收缩了3%。 

 

2019上半财年销售业绩的提高得益于催化剂和自然资源业务的增长，两大业务领域都有强

劲的发展。除了石油与采矿服务、功能性矿物外，自然资源业务领域新近纳入了添加剂业

务单元。主要得益于合成气的良好表现，以当地货币计算，催化剂业务领域的销售额强劲

增长了8%。以当地货币计算，自然资源业务领域的销售额增长了6%，归功于石油与采矿

服务非常显著的发展，以及功能性矿物的一定程度的增长。受电子消费品与汽车市场疲软

的影响，添加剂业务销售额有所降低。 

 

以当地货币计算，虽然存在主要发生在2019年第二季度的临时性原料供应问题，护理化学

品业务领域销售额与强劲的比较基数相比，仍然保持不变。受经济环境走弱的负面影响，

以当地货币计算，非持续经营业务（色母粒和颜料）下跌了2%。 

 

受欧盟委员会正在进行的乙烯购买市场竞争法调查的进一步影响，公司一次性计提了2.31

亿瑞士法郎，扣除特殊项后的持续经营EBITDA受到了负面影响。因此，EBITDA显著下

降至1.02亿瑞士法郎，而去年同期为3.41亿瑞士法郎。 



 
 

 

就运营表现而言，排除此项计提的影响后，扣除特殊项后的持续经营EBITDA仅轻微下降

2%至3.33亿瑞士法郎。自然资源的盈利率有所提高，主要得益于石油和采矿服务业务的

高质量强劲增长以及成本基础的进一步优化。但由于第二季度护理化学品和催化剂的暂时

性负面影响，最终整体盈利水平出现轻微负增长。基于运营表现，相应的扣除特殊项后的

持续经营EBITDA利润率为14.9%。 

 

包括非持续运营业务在内的集团净收益为负1.01亿瑞士法郎，这个数字在2018年上半财年

为2.11亿瑞士法郎。与非持续运营业务切割相关的一次性项目以及此次一次性审查计提产

生的2.31亿瑞士法郎费用，对业务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受低税率和库存良好发展的推动，集团经营活动现金流从去年的1.02亿瑞士法郎增长至

1.13亿瑞士法郎，同比增长11%。 

 

依照常规的季节性现金流模式，集团净债务增至18.01亿瑞士法郎，高于2018年底的13.74

亿瑞士法郎。此外，2019年首次实施第16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也导致净债务增加了2.18亿

瑞士法郎。 

 

2019年第二季度：以当地货币计算的销售额得以增长 

 

以当地货币计算，2019年第二季度持续经营业务销售额增长了3%，达10.65亿瑞士法郎。

由于货币汇率波动不利，以瑞士法郎计算，业绩同比下降了1%。销售业绩的增长得益于

催化剂和自然资源这两大业务领域，其中自然资源领域包括石油与采矿服务业务、功能性

矿物业务，并新纳入了添加剂业务。 

 

以当地货币计算，多个区域都对持续经营业务销售额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以当地货币计

算，中东和非洲地区的销售额强劲增长了16%，拉丁美洲地区增长了13%，亚洲地区增长

了8%，中国市场保持稳定。而欧洲地区销售额则出现了1%的负增长，北美则下降了6%。 

 

以当地货币计算，催化剂业务领域销售额同比加速增长至12%。自然资源业务领域当地货

币销售额则增长了5%，主要得益于石油与采矿服务以及功能性矿物的积极贡献，而添加

剂销售相较疲软。与强劲的比较基数相比，护理化学品销售额以当地货币计算同比下降

3%, 这主要归因于一家供应商的不可抗力导致的北美地区的大幅业绩下滑。由于经济环境

的持续挑战，非持续业务（色母料和颜料）的当地货币销售额下降了3%。 

 

由于一次性计提2.31亿瑞士法郎，扣除特殊项后的持续经营EBITDA从上一年的1.6亿瑞士

法郎大幅下滑至8200万瑞士法郎。 

 

就运营表现而言，排除此项计提的影响后，扣除特殊项后的持续经营EBITDA在第二季度

下降了7%至1.49亿瑞士法郎。得益于对石油服务活动增值项目的关注，自然资源业务领

域的盈利能力显著提高。然而，受一些一次性产能中断的影响，这并不能抵消护理化学品

和催化剂业务领域的疲软利润。因此，扣除计提的影响外，集团扣除特殊项后的持续经营

EBITDA从去年的14.9%降至14.0%。 



 
 

 

科莱恩将专注于其核心高价值特种业务 

 

作为2018年9月宣布升级产品组合计划的一部分，科莱恩将继续剥离颜料业务，并决定同

时出售整个色母粒业务单元，包括标准和高价值色母粒。2020年底完成剥离和出售的目

标不变。 

 

剥离和出售所得收益将被用于核心业务的创新和技术应用的投资，加强科莱恩资产负债

表，并将资金回馈给股东。 

 

凭借新的报告和投资组合结构，科莱恩将更加专注于提供具有差异化、客户定制化的产

品，及增长前景良好、高于平均价值潜力的产品，并从中受益。通过更为精简的产品组合

架构，科莱恩将更好地专注于客户体验，快速、可靠地满足客户所需，并开发创新和可持

续的产品和应用。在为客户带来竞争优势的同时，帮助科莱恩实现高于市场增长、更高盈

利率和更强现金生成的目标。 

 

科莱恩专注、高价值特种产品组合与报告框架 

 

2021年前景展望：实现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增长，获得更高的盈利率和更强的现

金生成 

 

科莱恩是一家专注、创新的特种化学公司。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提供以客户为中心的产

品。通过设定正确的优先事项，我们致力于在业内提供最佳的客户体验，以及快速、可靠

地满足客户所需。 

 

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的客户更加成功。因此，我们将持续关注及时且有益的创新、独树一

帜的产品、可持续性、灵活性以及道德实践。集团内部的每个部门都会继续努力，以达到

最高的卓越水平。我们的成功将通过战略执行得以实现。 

 

尽管面临当前的挑战环境，基于我们专注、高价值的特种产品组合，科莱恩预计其持续经

营的业务将实现高于市场的增长、更高盈利率和更强现金生成。 



 
 

 

 

 

 

 

 

 

 

集团媒体关系 

 

投资者关系 

 

JOCHEN DUBIEL 

电话：+41 61 469 63 63 

jochen.dubiel@clariant.com 

ANJA POMREHN 

电话：+41 61 469 63 45 

anja.promrehn@clariant.com 

CLAUDIA KAMENSKY 

电话 +41 61 469 63 63 

claudia.kamensky@clariant.com 

MARIA IVEK  

电话：+41 61 469 63 73  
maria.ivek@clariant.com  

THIJS BOUWENS  

 

电话：+41 61 469 63 63 

thijs.bouwens@clariant.com 

 

媒体关系中国 

 

何玮 

电话：+86 21 2248 30 85 

echo.he@clariant.com 

 
 

欢迎通过Twitter、Facebook、LinkedIn、微信公众号“科莱恩方程式”和“科莱恩解决方案”关注我们。 

 
 
 

 
 
 
 
 

 
 

此份新闻稿包括部分既未显示公司财政结果、也未说明公司历史背景的陈述。此简介也包括部分前瞻性陈述。由于前瞻性说明可带来

一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故今后实际结果可能与本介绍中的预期结果完全不同。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来自科莱恩无法控制与

准确评估的情况——诸如：未来的市场环境、货币汇率的起伏变化、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以及政府政策法规调控变化等。其他风

险还包括：新产品面市的时间计划和强度，竞争者的价格策略，公司能否继续以可接受的条件从供应商手中获得合适的产品；或者，

公司能否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持以维持流动性需要。同时来自公司所处大环境的政治、社会、法规体系的变化，亦或经济与技术发展条

件趋势所带来的变化因素也会对公司的发展造成风险性影响，这些变化因素包括发生在国家或全球范围内的汇率变动、通货膨胀和消

费者信心等。综上所述，请读者务必不要过多参考本介绍中的前瞻性陈述，该部分有效性只限于本文件资料发布的当前日期。科莱恩

不对本文件中前瞻性陈述对今后发生的任何实际情况产生的影响负责。 

 
 
www.clariant.com 
 

科莱恩是一家专注、创新的特种化学公司，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附近的穆顿兹（Muttenz）。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拥有约 17,901 名

员工。2018 财政年持续经营的业务销售额为 66.23 亿瑞士法郎。公司按照以下 4 个业务领域进行财报汇报：护理化学品、催化剂、自

然资源以及塑料与涂料。科莱恩的公司战略基于五大战略支柱：聚焦研发创新、通过可持续发展增加价值、产品组合的重新定位、强

化增长、提高盈利率。 

 

科莱恩解决方案 科莱恩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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