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森尤斯实现 2020 年目标，预期 2021 年在新冠疫情影响
下继续保持健康发展

⚫

已确定 2021 年初步目标

⚫

已确定 2023 年之前的业务加速增长战略规划

⚫

集团范围内计划实施提高效益及利润的相关举措

⚫

已确定中期增长目标

⚫

连续第二十八次股利增长

以下资料如没有明确提及时间，则指 2020 年第四季度；2020 年及 2019 年参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执行

1.

不含特殊项目

2.

归属于费森尤斯集团股东的净收益

费森尤斯集团首席执行官 Stephan Sturm 先生提到：“2020 年疫情爆发，尤其彰显了
前瞻性思维与高效医疗保健的重要性。费森尤斯在不同的医药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
疫情仍将使我们面对无数挑战，这也使得以改善成本为目的增效措施显得更为重要。除了现
有的业务外，我们也将继续拓展包括生物仿制药、数字医疗、家庭透析等重要增长领域，这
将为未来几年的业绩增长建立扎实的基础。虽然疫情及其产生的影响现阶段为我们带来了诸
多挑战，但我们已经开始展望前路并为未来的制药领域设立了航向。也因此，我们能够确保
公司实现可持续性的成功发展。”

2021 年集团目标
2021 年，按固定汇率计算，费森尤斯期望销售额 1 增长达到较低的中位个位数百分比
范围，同比保持相对稳定的集团净收益 2,3。不含费森尤斯医疗用品的集团净收益 2 预期以固
定汇率增长达到中至高位的个位数百分比范围。
在 2021 年底前，
费森尤斯预计达到净债务与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4 接近 3.0x 至 3.5x
的自定目标。
关于新冠疫情的设想
2021 年，新冠疫情将持续对费森尤斯的运营产生影响。当前因新冠疫情产生的负荷及
限制将预期仅在 2021 年下半年得到缓解。预期 2021 年下半年集团相关商业环境的改善情
况主要取决于疫苗覆盖区域的费森尤斯相关市场的持续增长。以上设想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费森尤斯密切监测及关注新冠病例数量的发展情况以及公司关联市场所属区域发布的各类
防控措施。潜在的疫情恶化情况以及未来相关的防控措施，在没有适当补偿的情况下将对医
疗保健业务产生巨大且直接的影响。该影响将不会反映在 2021 年的集团目标中。
1.

2020 年基数：362.77 亿欧元

2.

归属于费森尤斯集团股东的净收益

3.

2020 年基数：17.96 亿欧元；不包含特殊项目；2021 年：不包含特殊项目

4.

净债务与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按照预期的年度平均汇率计算；形式上关闭收购及剥离；不包含未来
潜在的收购情况；不包含特殊项目

降本增效计划
新冠疫情已经并将持续引起 2020 年及 2021 年的预期业绩差异以及各种持续的不确定
性。费森尤斯目前计划在集团内实施一系列战略性增效举措以确保实现已确定的中期目标并
稳步提高收益率。这些举措包括卓越运营以及降低成本两方面，旨在强化未来增长领域及实
现产品优化组合。卓越运营以及降低成本的相关举措旨在 2023 年前实现税后及少数股权后
每年至少降低 1 亿欧元的成本目标，并自此实现进一步增长。为实现这一可持续性的增效
目标，我们预期将会产生一笔前期费用。自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平均费用预计在税
后及少数股权后达到 1 亿欧元。该笔费用将被列入特殊项目。更多详细信息将发布于 2021
年 5 月 6 日的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中。
2020 年-2023 年增长目标
费森尤斯期望集团销售额在 2020 年至 2023 年期间达到年复合增长率 4%至 7%的有
机增长。集团净收益 1,2 计划在 2020 年至 2023 年达到 5%至 9%的有机增长。费森尤斯期
望通过提高销售增长及效率的举措以及费森尤斯卡比的生物仿制药业务能够加速集团在这
一时期的收益增长。中小型的收购将预期为销售额及净收益增长带来近 1%的年复合增长率。

连续第二十八次股利增长
2020 年，费森尤斯管理委员会计划为监管董事会提供 5%的股息增长，至每股 0.88 欧
元（2019 年：0.84 欧元）
。该方案已通过监管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批准。这将是连续第二
十八次股利增长。
1.

归属于费森尤斯集团股东的净收益

2.

不包含特殊项目

销售额增长 5%（按固定汇率计算）
集团销售额相比去年保持不变（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5%）至 93.04 亿欧元（2019 年
同期：93.11 亿欧元）
。有机销售额增长 2%。并购及剥离带来 3%的净增长。货币折算对销
售额增长带来 5%的消极影响。如不受预计的新冠疫情影响 1，按固定汇率计算，集团销售
额增长将达到 7%至 8%。
2020 年，集团销售额增长 2%（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5%）至 362.77 亿欧元（2019
年同期：354.09 亿欧元）
。有机销售额增长 3%。并购及剥离带来 2%的净增长。货币折算
对销售额增长带来 3%的负面影响。如不受预计的新冠疫情影响 1，按固定汇率计算，集团
销售额增长将达到 7%至 8%。
净收益 1,2 增长 2%（按固定汇率计算）
不含特殊项目，
集团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减少 3%
（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3%）
至 18.86
亿欧元（2019 年同期 1：19.37 亿欧元）。已发布的集团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 18.54 亿
欧元（2019 年同期：19.37 亿欧元）。
2020 年，不含特殊项目，集团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相比去年保持不变（按固定汇率
计算增长 2%）至 71.32 亿欧元（2019 年同期 1：71.04 亿欧元）
。已发布的集团税息折旧
及摊销前利润为 71.00 亿欧元（2019 年同期：70.83 亿欧元）。
不含特殊项目， 集团息税前利润减少 3%（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2%），为 12.51 亿欧
元（2019 年同期 1：12.87 亿欧元）
。费森尤斯医疗用品及费森尤斯希柳斯的积极发展带来
了固定汇率的增长。因择期手术量流失的销售额、未能充分发挥产能的大量阻碍因素、费森
尤斯卡比北美地区的业务影响、费森尤斯奥美德因疫情导致的项目延期以及因疫情产生的相
关费用严重影响了息税前利润。不含特殊项目，息税前利润率为 13.4%（2019 年同期 1：
13.8%）
。已发布的集团息税前利润为 10.24 亿欧元（2019 年同期：12.69 亿欧元）
。
2020 年，不含特殊项目，集团息税前利润减少 2%（按固定汇率计算保持不变），为
46.12 亿欧元（2019 年同期 1：46.88 亿欧元）
。不含特殊项目，息税前利润率为 12.7%（2019
年同期 1：13.2%）
。随着近年来更广泛的投资，2020 年将面临更多的折旧及摊销。已发布
的集团息税前利润为 43.85 亿欧元（2019 年同期：46.31 亿欧元）
。

不包含特殊项目，集团净利息增长至-1.59亿欧元（2019年同期1：-1.82亿欧元），主
要归因于成功的融资活动、较低的利率以及货币折算影响。已发布的集团净利息增长至-1.56
亿欧元（2019年同期：-1.84亿欧元）
。
1.

不含特殊项目

2.

归属于费森尤斯集团股东的净收益

2020年，不包含特殊项目，集团净利息增长至-6.54亿欧元（2019年同期1：-7.14亿欧
元）
，已发布的集团净利息增长至-6.59亿欧元（2019年同期：-7.19亿欧元）
。
不包含特殊项目，集团税率为24.1%（2019年同期1：23.8%），已发布的集团税率为
29.4%（2019年同期：23.0%）
。该增长主要源于费森尤斯医疗用品拉丁美洲地区的1.95亿
欧元可扣税款及商誉减值影响。2020年，不包含特殊项目，集团税率为23.1%（2019年同
期1：23.3%）
，已发布的集团税率为24.2%（2019年同期：22.6%）
。
不包含特殊项目，非控制性权益为3.35亿欧元（2019年同期1：3.36亿欧元）
，其中93%
归于费森尤斯医疗用品的非控制性权益。已发布的非控制性权益为2.03亿欧元（2019年同
期：3.20亿欧元）
。2020年，不包含特殊项目，非控制性权益为12.48亿欧元（2019年同期
1：

11.70亿欧元）
，其中96%归于费森尤斯医疗用品的非控制性权益。已发布的非控制性权

益为11.16亿欧元（2019年同期：11.46亿欧元）
。
不包含特殊项目，集团净收入2减少2%（按固定汇率计增长2%）至4.94亿欧元（2019
年同期1：5.06亿欧元）
。如不受预估的新冠疫情影响3，不包含特殊项目，按固定汇率计算，
集团净收入2将增长3%至7%。已发布的集团净收入2降低至4.10亿欧元（2019年同期：5.15
亿欧元）
，主要源于费森尤斯医疗用品拉丁美洲地区商誉减值影响以及费森尤斯卡比生物仿
制药业务的或有采购价格估值上涨。2020年，不包含特殊项目，集团净收入2减少4%（按
固定汇率计减少3%）至17.96亿欧元（2019年同期1：18.79亿欧元）
。如不受预估的新冠疫
情影响3，不包含特殊项目，按固定汇率计算，集团净收入2将增长2%至6%。已发布的集团
收入2减少至17.07亿欧元（2019年同期：18.83亿欧元）
。
不包含特殊项目，每股收益2减少2%（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2%）至0.88欧元（2019年
同期1：0.90欧元）
。已发布的每股收益2为0.73欧元（2019年同期：0.92欧元）
。2020年，
不包含特殊项目，每股收益2减少4%（按固定汇率计算减少3%）至3.22欧元（2019年同期
1：3.37欧元）
。已发布的每股收益2为3.06欧元（2019年同期1：3.38欧元）
。

1.

不含特殊项目

2.

归属于费森尤斯集团股东的净收益

持续增长的投资
固定资产、工厂及生产设备的投资为 8.56 亿欧元，这占据了 9%的销售额（2019 年同
期：8.71 亿欧元，9%）
。投资主要用于透析诊所、生产设备、医院及日间诊所的现代化建

设和扩张。尽管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费森尤斯仍继续进行了大规模的项目投资。
2020 年，固定资产、工厂及生产设备的投资为 23.98 亿欧元，这占据了 7%的销售额
（2019 年同期：24.63 亿欧元，7%）
。
总收购费用达 2.51 亿欧元（2019 年同期：3.31 亿欧元）
。
2020 年，总收购费用为 9.02 亿欧元，主要原因为费森尤斯希柳斯德国及哥伦比亚进
行的收购医院项目。
（2019 年同期：26.23 亿欧元，主要原因为费森尤斯医疗用品收购了
NxStage）
。
良好的营运现金流发展
集团运营现金流增长至13.90亿欧元（2019年同期：12.86亿欧元），利润率为14.9%
（2019年同期：13.8%）
。收购及分红前的净现金流增长至5.90亿欧元（2019年同期：4.42
亿欧元）
。收购及分红后的净现金流增长至3.29亿欧元（2019年同期：0.89亿欧元）
。
2020年，集团运营现金流增长至65.49亿欧元（2019年同期：42.63亿欧元），利润率
为18.1%（2019年同期：12.0%）
。该增长主要由于在《新冠疫情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
的政策保护下费森尤斯医疗用品所得美国联邦政府的预付款项以及希柳斯德国得益于疫情

期间政府薪酬报销计划中的更短的账期。如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收购及分红前的净现金流
将同比增长。收购及分红前的净现金流增长至41.83亿欧元（2019年同期：18.30亿欧元）。
收购及分红后的净现金流增长至24.78亿欧元（2019年同期：-15.45亿欧元，主要原因为费
森尤斯医疗用品对NxStage的收购）
。
稳健的资产负债表
集团总资产减少 1%（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5%）
，达 666.46 亿欧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670.06 亿欧元），主要由于货币折算的影响超过了扩张的商业活动。流动资产增长
3%（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10%）
，达 157.72 亿欧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152.64 亿欧
元）
，主要由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增长引起。非流动资产减少 2%（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3%）
，
达 508.74 亿欧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517.42 亿欧元）。
总股东权益减少 2%（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6%），达 260.23 亿欧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265.80 亿欧元）
。股本比率为 39.0%（2019 年 12 月 31 日：39.7%）
。
集团债务减少 5%（按固定汇率计算减少 2%）
，达 259.13 亿欧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
272.58 亿欧元）
。
集团净债务减少 6%
（按固定汇率计算减少 4%）
至 240.76 亿欧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256.04 亿欧元）
，主要由极大增长的运营现金流引起。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净债务与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比率增长至 3.44x1,2（2019
年 12 月 31 日：3.61x1, 2）
，尽管疫情对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比率造成了一定影响，该增
长主要来源于极大增长的运营现金流。

员工增长人数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员工总数为 311269 人（2020 年 9 月 30 日：309114 人）。
1.

按预期年平均汇率计算净债务和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形式上关闭收购及剥离

2.

不包含特殊项目

费森尤斯卡比
费森尤斯卡比专注于为院内院外的重症及慢性病患者提供仿制药、临床营养及输液产品。
同时，公司还是医疗器械及输血技术领域领先的供应商。在生物仿制药业务中，公司正在开
发以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为重点的产品。

⚫

北美地区因择期治疗量下降、竞争压力加剧以及暂时的生产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大于因新
冠疫情带来的产品需求业绩增长。

⚫

因新冠疫情带来的产品需求量增长，欧洲地区第四季度有机销售额呈强势增长；中国呈
健康有机增长趋势。

⚫

新兴市场息税前利润强势增长，处于积极发展状态的中国地区业务仅部分弥补了北美地
区息税前利润的降低。
费森尤斯卡比销售额增长 3%（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8%）
，至 18.15 亿欧元（2019 年

同期：17.66 亿欧元）
。有机增长达 7%。由消极的汇率带来了 5%的影响，主要由美元、巴
西雷亚尔及阿根廷比索贬值引起。预估的新冠疫情影响对销售额增长产生了轻微的积极影响。
2020 年，销售额增长 1%（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4%），至 69.76 亿欧元（2019 年同
期：69.19 亿欧元）
。有机增长达 4%。由消极的汇率带来了 3%的影响，主要由美元、巴西
雷亚尔及阿根廷比索贬值引起。预估的新冠疫情影响对销售额减少产生了轻微的影响。
北美洲销售额减少 10%（有机增长：-3%；2019 年同期：6.09 亿欧元）至 5.49 亿欧
元，主要由择期治疗量下降、暂时的生产问题所引发的产品供应问题以及竞争压力加剧导致，
以上因素导致的销售额减少超过了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产品需求量增长。2020 年，北美销售
额减少 2%（有机增长：0%）
，至 23.76 亿欧元（2019 年同期：24.24 亿欧元）。
欧洲销售额增长 13%（有机增长：9%）至 6.80 亿欧元（2019 年同期：6.04 亿欧元）
，

增长主要源于新冠疫情带来的产品需求量上涨。2020 年，销售额增长 6%（有机增长：6%）
，
至 24.58 亿欧元（2019 年同期：23.13 亿欧元）。
1.

不包含特殊项目

2.

归属于费森尤斯集团股东的净收益

亚洲区销售额增长 11%（有机增长：14%）至 4.28 亿欧元（2019 年同期：3.85 亿欧
元）
。由于择期手术量的增长，中国地区呈稳健的恢复趋势，领先于亚洲其他地区市场。2020
年，销售额减少 1%（有机增长：1%）
，至 14.97 亿欧元（2019 年同期：15.06 亿欧元）。
拉丁美洲及非洲的销售额减少 6%（有机增长：16%）至 1.58 亿欧元（2019 年同期：
1.68 亿欧元）
。2020 年，销售额减少 5%（有机增长：17%），至 6.45 亿欧元（2019 年同
期：6.76 亿欧元）
。
不含特殊项目，
息税前利润减少 17%
（按固定汇率计算减少 10%），
达 2.36 亿欧元（2019
年同期 1：2.85 亿欧元）
，息税前利润率为 13%（2019 年同期 1：16.1%）。减少主要源于
美国地区未充分发挥的产能影响、由暂时的生产问题导致的产品供应限制、因新冠疫情产生
的费用增长、竞争压力以及客户破产和美国第一个生物仿制药业务上市前的管理费用支出所
产生的消极影响。由于差旅限制以及项目分期所节约的成本费用部分弥补了息税利润的减少。
2020 年第四季度，新冠疫情对息税利润增长产生了中度的消极影响。
2020 年，不含特殊项目，息税前利润减少 9%（按固定汇率计算减少 6%）
，达 10.95
亿欧元（2019 年同期 1：12.05 亿欧元），不含特殊项目，息税前利润率为 15.7%（2019
年同期 1：17.4%）
。2020 年，新冠疫情对息税前利润增长影响不显著。
净收益 1,2 减少 19%（按固定汇率计算减少 11%）
，达 1.48 亿欧元（2019 年同期 1：
1.83 亿欧元）
。2020 年，净收益

1,2 减少

8%（按固定汇率计算减少 5%）
，达 7.30 亿欧元

（2019 年同期 1：7.97 亿欧元）
。
营运现金流增长至 3.07 亿欧元（2019 年同期：2.91 亿欧元），利润率达 16.9%（2019
年同期：16.5%）
。2020 年，营运现金流增长 11%，为 11.43 亿欧元（2019 年同期：10.28
亿欧元）
，利润率达 16.4%（2019 年同期：14.9%）
，增长主要源于有利的流动资金发展。
2021 年，费森尤斯卡比预期有机销售额 3 增长达到较低的中段个位数百分比范围。息
税前利润 4 按固定汇率计算稳定增长达到较低的个位数百分比范围。关于对销售额及息税前
利润的预期均考虑了潜在的新冠疫情影响。
1.

不包含特殊项目

2.

归属于费森尤斯集团股东的净收益

3.

2020 年基数：69.76 亿欧元

4.

2020 年基数：不包含特殊项目，10.95 亿欧元；2021 年：不包含特殊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