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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第三季度：高昂的能源和原材料價格拖累盈利  

科思創面對經濟衰退仍達成 EBITDA 目標 

• 集團銷售額攀升至 46 億歐元（+7.3%） 

• EBITDA 達到 3.02 億歐元（–65.0%） 

• 淨利潤總計達 1200 萬歐元（–97.5%） 

• 自由營運現金流量（FOCF）降至 3300 萬歐元（–91.3%） 

• 2022 年全年指引下修 

• 邁向循環經濟的新里程碑 

•  

如預期所料，當前歐洲能源危機導致的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對科思創 2022 年第

三季度業績造成顯著影響。然而，由於匯率波動、銷售價格水準大幅提高(特別是歐

洲地區)，集團銷售額同比增長 7.3%至 46 億歐元（去年同期：43 億歐元）。第三季

度稅前息前折舊前攤銷前利潤（EBITDA）下降 65.0%至 3.02 億歐元（去年同期：

8.62 億歐元），達成預期目標。盈利下降的主因是利潤率降低，因為集團提高銷售價

格水準只能小幅抵消原材料和能源價格的大幅上漲。此外，產品總銷量下滑也使盈利

降低。自由營運現金流量（FOCF）下降 91.3%至 3300 萬歐元（去年同期：3.81 億

歐元），主要原因在於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減少。第三季度淨利潤下降 97.5%至

1200 萬歐元（去年同期：4.72 億歐元）。 

 

「我們將不得不暫時應對這種前所未有的環境。為此，我們正利用所有能採取的措施

來引導科思創順利渡過目前的難關。」科思創執行長施樂文博士（Dr. Markus 

Steilemann）表示，「特別是石化燃料價格空前的上漲，表明了科思創向全面循環轉

型的戰略重點是正確之舉。我們的產品是實現無化石未來的關鍵所在。」 

 

鑒於歐洲能源危機及全球經濟的進一步疲軟，科思創正在系統性地確保其經濟應變能

力。例如，公司正在採取中短期成本削減措施。此外，科思創還通過各種舉措來減少

在德國的天然氣需求，並繼續致力於進一步提高生產流程中的能效。例如，技術優化

措施正在幫助提升生產能效，其中一項舉措就是使用數字感測器監測蒸汽袪水器，這

讓科思創在生產中能夠盡可能高效地利用蒸汽。  

 

2022 年全年指引下修 

「整體經濟形勢進一步呈現顯著疲態，這也影響到我們的業績。雖然極高的能源和原

材料價格給我們帶來了巨大壓力，但我們仍達成了第三季度的 EBITDA 預期目標。」

科思創財務長陶鵬飛博士（Dr. Thomas Toepfer）表示，「根據這些結果，我們仍有

望實現我們為自己設定的全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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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思創已經下修了於 2022 年 7 月 29 日發佈的 2022 年全年指引，現在預計 EBITDA

將處於 17 億至 18 億歐元之間（先前預計為 17 億至 22 億歐元之間），FOCF 將介於 

0 至 1 億歐元之間（先前預計為 0 至 5 億歐元之間）。資本運用報酬率減去加權平均

資本成本（ROCE over WACC）預計位於-2%至-1%之間（先前預計為-2%至 2%之

間）。溫室氣體排放量預計介於 500 萬至 540 萬噸二氧化碳當量之間（先前預計為

530 萬至 580 萬噸之間）。 

 

邁向循環經濟的新里程碑 

2022 年第三季度，科思創繼續在實現全面循環的道路上前進，並達成新的里程碑。

在此過程中，集團通過擴大替代性原材料來源等途徑，以期在長期不再使用原油和天

然氣等石化資源。  

 

SOL Kohlensäure GmbH & Co.KG 已與科思創達成合作夥伴關係，自 2022 年 9 月

起向科思創位於德國萊茵河下游地區的基地供應生物源二氧化碳。該氣體是處理植物

殘留物的過程中獲得的副產品，科思創用其生產 MDI（二苯基甲烷二異氰酸酯）和

聚碳酸酯等塑膠。今年 SOL 將提供多達 1000 噸的生物源二氧化碳，科思創由此可節

省相同數量的來自化石資源的二氧化碳。供應量從 2023 年開始將大幅增長。 

 

此外，科思創還得以在第三季度擴大其永續產品的組合。繼推出零碳足跡 MDI 和可

再生 TDI（甲苯二異氰酸酯）後，科思創於 2022 年 9 月推出了基於生物循環的聚醚

多元醇，這是一種用於聚氨酯泡棉的永續性組分 。科思創使用可再生前體（如有機

廢物及其他殘餘材料）生產這些組分 ，進一步豐富了基於替代性原材料的聚醚多元

醇的組合。這些組分將用於生產硬泡和軟泡，可用作建築物和冰箱的保溫隔熱，也可

用於床墊、軟墊傢俱、汽車座椅和鞋子等領域。 

 

全球最大的塑膠展 K 2022 於 10 月 26 日閉幕，全面循環與跨產業鏈合作亦成為了本

次展會的焦點。科思創展示了其在電氣化、智慧設計、永續生活和循環經濟領域的創

新理念和新技術，例如一種能將不同材料在多層複合包裝上徹底分離的全新工藝，以

及新一代低碳電動車充電器。 

 

兩大板塊銷售額均增長 

2022 年第三季度功能材料業務板塊銷售額同比增長 6.6%至 23 億歐元（去年同期：

22 億歐元）。其原因在於匯率波動和銷售價格水準上漲。相反，因需求下滑導致的產

品總銷量下降帶來了負面影響。功能材料事業體 EBITDA 下降 92.5%至 5300 萬歐元

（去年同期：7.08 億歐元）。這主要歸因於利潤率的下降，因為銷售價格水準提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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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小幅抵消原物料和能源價格的上漲。特別受 EBITDA 下降影響，該板塊 FOCF 減少

64.0%至 9300 萬歐元（去年同期：2.58 億歐元）。 

 

2022 年第三季度解決方案和特殊化學品業務板塊銷售額同比上漲 6.1%至 22 億歐元

（去年同期：21 億歐元），其主要原因在於匯率波動和銷售價格水準上漲。相反，需

求下滑尤其對產品總銷量產生了負面影響。該板塊 EBITDA 增至 2.80 億歐元，較去

年第三季度上漲 26.7%（去年同期：2.21 億歐元）。上漲原因之一是短期變動薪酬有

所減少。由於銷售價格的提高得以抵消原材料和能源價格的上漲，該板塊利潤率與去

年相比保持穩定。由於 EBITDA 增長，FOCF 上升 25.0%至 6500 萬歐元（去年同

期：5200 萬歐元）。  

 

2022 年前九個月售價維持高水準 

2022 年前九個月集團銷售額增長 21.1%至 140 億歐元（去年同期：116 億歐元）。

其主要原因是銷售價格水準的提高和匯率波動。2022 年前三季度集團 EBITDA 下降

31.7%至 17 億歐元（去年同期：24 億歐元），主要受利潤率下降影響。而利潤率下

滑是由於銷售價格水準的提高只能部分抵消原材料和能源價格的大幅上漲。2022 年

前九個月淨利潤同比下降 52.3%至 6.27 億歐元（去年同期：13 億歐元）。FOCF 下降

至負 4.12 億歐元（去年同期：11 億歐元）。這主要歸因於 EBITDA 下滑和營運資金

佔用的資金增加，尤其包括了針對成功的 2021 財年所支付的短期變動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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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科思創： 

科思創是全球領先的高品質聚合物及其組分的生產商之一。藉由創新的產品、技術和方法，公司

在眾多領域幫助促進永續發展和提高生活品質。科思創在全球範圍為交通、建築、生活以及電子

電器等重要行業的客戶提供服務。此外，科思創聚合物還應用於運動休閒、化妝品和健康等領

域，以及化工行業本身。   

 

公司致力於實現全面循環，目標於 2035 年實現氣候中和（範圍 1 和 2）。2021 財年，科思創

銷售額達到約 159 億歐元。截至 2021 年底，科思創在全球擁有 50 家生產基地，約 17900 名員

工（按全職員工計算）。  

 

欲瞭解更多資訊，請瀏覽 www.covestro.com   

 

前瞻性聲明 

本新聞稿包括科思創股份公司基於目前設想和預測所作的前瞻性聲明。各種已知和未知風險、不確定性和其它因素均可能導致

公司未來的實際營運結果、財務狀況、發展或業績與本文中所作出的估計產生實質性差異。這些因素包括在科思創官方報告中

的內容，可登錄 www.covestro.com  進行查看。科思創不承擔更新這些前瞻性聲明或使其符合未來事件或發展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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