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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金属：上半年营业利润创历史新高 –
集团销售额增长约 9%









集团销售额增至 25.82 亿欧元，增长约 9%
集团营业利润接近翻番，达到 1.91 亿欧元，创上半年历史新高
在军用车辆系统领域新增订单金额达到近 20 亿欧元
民用产品的销售增长幅度超过 30%
民用业务新订单金额达 12.78 亿欧元
自由现金流增加 3.42 亿欧元
持续经营业务每股收益从 0.32 欧元提高至 2.50 欧元
集团预计 2021 年销售额有望增长 7%至 9%，利润率可达 9%至 10%

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的莱茵金属集团 2021 年上半年销售额大幅增长，营业
利润创下历史新高，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年初制定的全新战略目标。该可喜成
绩主要得益于民用产品业务的显著复苏，公司的营业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几
乎翻了一番。
与此同时，莱茵金属在与德国及海外军事客户的业务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军用车辆系统领域，上半年获得了近 20 亿欧元的重要订单。
在年初的战略调整之后，莱茵金属首次公布了半年业绩数据。这些数据反映
了集团在取消原有的业务板块后，新组织架构下的五个事业部的经营情况。
在全新的组织架构下，莱茵金属更专注于前瞻性技术和具有持续增值潜力的
业务领域。大小型活塞业务将作为已停止经营的业务，正在出售过程中。
莱茵金属集团董事长阿明•帕佩格（Armin Papperger）表示：“我们良好的
业绩表明公司向综合型科技集团转型的进展十分顺利。我们在各项业务上均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且成本得到了良好的控制。集团上半年的营业利润再创
历史新高，这令我们对今后几个月以及整个 2021 财年都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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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金属集团
在 2021 年上半年，莱茵金属集团的销售额增至 25.82 亿欧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2.1 亿欧元，涨幅
达 8.9%（去年同期水平：23.72 亿欧元）。去除货币汇率因素的影响后，销售额增长了 9.3%。集
团销售额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各个市场的显著复苏。
在营业利润方面，莱茵金属集团在 2021 年上半年取得了明显改善。与去年同期的 9,600 万欧元
相比，今年上半年 1.91 亿欧元的营业利润几乎增长了一倍。除了良好的销售业绩，营业利润的改
善还大大得益于管理层早在 2020 年就开展的降本措施，以减少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利
润率也得到大幅改善，从去年同期的 4.1%提高到 7.4%。
与此同时，持续经营业务的每股收益也从去年同期的 0.32 欧元提高至现在的 2.50 欧元。
2021 年上半年，自由现金流增加了 3.42 亿欧元，改善至负 4,600 万欧元。这一积极的变化主要是
由于在营收快速增长的同时营运成本的增速放缓所致。

车辆系统
车辆系统事业部从事轮式和履带式军用车辆领域的业务，2021 年上半年销售额为 8.7 亿欧元，比
去年同期水平下降约 4%。销售额下降主要是因为一个战术车辆项目的交付结束。三笔重要订单的
获取使得该事业部的新订单金额较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了 14.25 亿欧元，达到 19.73 亿欧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二季度来自英国的订单，旨在进行陆军坦克舰队的现代化建设。该订单金
额高达约 7.7 亿欧元。不仅如此，该事业部还赢得了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新型装甲工程车以及现代
“美洲狮”步兵战车的重要订单，订单总金额约为 8 亿欧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事业部累计未交货订单金额达 105 亿欧元，创历史新高。
由于销售额减少和产品结构因素影响，2021 年上半年营业利润为 6,500 万欧元，比去年同期的
8,400 万欧元减少 1,900 万欧元。利润率从去年同期的 9.3%降至 7.5%。

武器与弹药
2021 年上半年，武器与弹药事业部在武器系统和弹药业务领域的销售额实现 4.71 亿欧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了 6%。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向一家国际客户交付的大量弹药。新订单金额为 4.29 亿
欧元，没有达到去年同期的高水平（去年同期最高：6.24 亿欧元）。去年同期的高订单额主要受
到了一笔火炮火药粉的的单笔高额订单的积极影响。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累计未交货订单金
额为 27 亿欧元（去年同期：24 亿欧元）。
该事业部在 2021 年上半年的营业利润大有改善，达到 4,700 万欧元。比去年同期的 1,500 万欧元
增加了 3,200 万欧元。利润的增长主要受益于销售额增长和良好的产品组合效应。 利润率为
10.0%（去年同期水平：3.4%）。

电子解决方案
电子解决方案事业部从事国防电子领域解决方案的开发和生产，2021 年上半年实现销售额 3.62 亿
欧元，比去年同期下滑了 9%。销售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一个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系统项目结
束。新订单呈现增长趋势，订单金额从 4.26 亿欧元增至 4.44 亿欧元，增加了 1,800 万欧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了 4%。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事业部的累计未交货订单金额达 24 亿欧元（去年
同期：22 亿欧元）。

尽管销售额下降，但是凭借较好的产品组合，该事业部的营业利润达到 2900 万欧元，与去年同期
水平持平。2021 年上半年的利润率实现 8.0%，比去年同期的 7.3%略有增长。

传感器与执行器
传感器与执行器事业部的业务涉及节能减排和热管理的相关部件。2021 年上半年销售额增长了近
三分之一，达到 6.97 亿欧元。与去年同期的 5.21 亿欧元相比，涨幅为 34%。销售额增长的主要原
因在于与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客户的需求显著增加。
2021 年上半年，新订单金额达到 9.51 亿欧元，略低于去年同期的 9.82 亿欧元。其中约一半来自
新开拓的项目，另一半是与现有客户项目的延续和增加。
该事业部在 2021 年上半年的营业利润从去年同期的负 1,600 万欧元显著改善至 5,100 万欧元，增
长了 6,700 万欧元。收益的大幅增长一方面得益于销售额的增长，另一方面归功于新冠疫情期间
所采取的降本措施。同时，利润率从去年同期的负 3％增长至 7.3％。

材料与贸易
材料与贸易事业部提供滑动轴承和结构部件，并经营汽车配件业务服务于全球的汽车后市场。事
业部在 2021 年上半年的销售额也增长了约三分之一。销售额达到 3.2 亿欧元，与去年同期的 2.43
亿欧元相比，涨幅为 32%。
新订单金额在 2021 年上半年达 3.27 亿欧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8%。其中超过 90%的订单是
来自于新开拓的客户项目。
该事业部在 2021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利润 2,700 万欧元，与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去年同期相比，得到
大幅提高。去年同期营业利润仅为 300 万欧元。利润率从去年同期的 1.2%提高至 8.5%。

2021 年集团的财务预测得以确认
鉴于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形势仍存在众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莱茵金属对于在 2021 年第一季度的
季报中所发布的 2021 财年财务预测予以确认，这一预测已根据新的报表结构进行了调适。
莱茵金属预计 2021 财年年度营业收入将增长 7%至 9%（2020 年前期预估销售额：54.06 亿欧元）。
营业利润率预计在 9%至 10%之间（2020 年前期预估利润率：8.4%）。

前瞻性观点和预测
本新闻通稿包含前瞻性观点。这些观点基于莱茵金属集团目前的评估和预测以及集团现今可以获取的信息。前瞻性观点不得视为对所
述未来发展和结果的保证。这些发展和结果实际上取决于众多因素的影响，蕴含着各种风险和不可测因素，并且建立在有可能被证明
并不适用的假设基础上。莱茵金属集团不承担对本新闻通稿中所述前瞻性观点进行实时更新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