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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集團積極應對新冠疫情，全年實現獲利 
202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表現優於預期 
 
 博世集團整體營業額達 716 億歐元，息稅前營業利潤為 19 億歐元。 
 博世集團執行長鄧納爾博士：「永續發展和人工智慧物聯網是我們未來業務發

展的關鍵。」 
 博世集團財務長 Stefan Asenkerschbaumer：「博世在降低成本和提升競爭優

勢上採取的嚴格措施為集團發展奠定了穩健的財務基礎，確保我們能持續投入
極富發展潛力的新興領域。」 

 永續交通：2020 年，僅電動車動力系統業務一項即為集團帶來價值 75 億歐元
的訂單。 

 人工智慧物聯網市場成長：聯網電動工具、家用電器和供暖系統的銷售量達
1,000 萬組；90%以上的博世電子化產品具備聯網功能。 

 自 2020 年春季以來，博世已在所有業務據點達成碳中和目標，目前正進行獨
立審計。 

 
德國斯圖加特訊 ― 儘管受到新冠疫情危機和汽車產能下滑的影響，博世集團在
2020年仍持續積極的發展態勢，業績表現優於預期。據初步營收數據顯示 1，集團
息稅前營業利潤總計約達 19億歐元，息稅前營業利潤率約為 2.5%。在調整組織重
整支出後，息稅前營業利潤約達 33億歐元，利潤率則約為 4.5%。博世集團總營業
額達 716 億歐元，在匯率影響調整後，同比下降 4.4%。「在新冠疫情影響之下，
博世集團全年業績依然實現獲利。為此，我們必須感謝全體員工所付出的努力，」  
博世集團執行長鄧納爾博士在公佈集團初步營收數據時表示。他同時補充道，集團
多元化業務發展和全球化佈局為此做出了貢獻，「集團在永續交通、物聯網和人工
智慧等未來關鍵領域的投資，確保我們進一步擴大在創新上的領先優勢。」博世認
為，結合人工智慧和物聯網的人工智慧物聯網 (AIoT) 將創造價值數十億的成長契
機。「我們希望成為領先的人工智慧物聯網企業。」鄧納爾博士說道，「憑藉集團
在電子和軟體領域累積的豐富知識和專業技術，我們比大多數競爭對手更有優勢。」  

 
決策制勝 ― 充足的自由現金流保障財務迴旋餘地 
2020 年春季，諸多國家的經濟和行業的發展受到疫情封鎖的影響，博世的營收也
因此驟降，所幸在下半年大幅回升。「新冠疫情危機之下，我們對集團業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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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的整體發展非常滿意。」博世集團財務長 Stefan Asenkerschbaumer 教授
指出，「我們迅速採取了行動，控制成本和資本支出與營業額下降的幅度保持一致，
與此同時，重視發展極具潛力的新興業務領域。」由此，博世獲得了約 50 億歐元
的自由現金流，達集團歷史上最高水準，從而確保博世在危機之下有足夠的財務餘
裕。博世將資本支出率維持在 5%左右，較上年節省了約 10 億歐元現金。 

 
永續成長 ―  聚焦碳中和以及電動交通  
新冠疫情危機之下，博世始終堅持把策略重心投向未來關鍵領域，並強調業務的永
續發展。2020 年春季，博世集團克服疫情干擾，達成重要里程碑，在全球 400 個
營業據點達成了碳中和。「我們信守承諾。據集團內部統計顯示，博世已在 2020
年春季以更少的碳抵消額和更經濟的成本，成為全球首家實現碳中和的大型工業企
業，較原計劃更早達成了這一目標。」鄧納爾博士表示。目前，博世正在展開相關
的獨立審計。與此同時，鄧納爾博士也重申了博世的下階段目標，即在 2030 年供
應鏈端二氧化碳減排 15%。 

 
博世氣候解決方案業務部（Bosch Climate Solutions）正與科德寶 (Freudenberg)、
漢斯格雅 (Hansgrohe)、科勒紙業集團 (Koehler Paper Group) 等客戶分享實現碳
中和的相關經驗。「我們全新的諮詢服務正在協助各大企業達成碳中和目標、同時
開拓博世全新的業務領域，」鄧納爾博士說道。由此，博世的業務發展重心之一是
為未來交通移動提供新的、改進的技術解決方案。為實現永續交通，博世已在電動
車動力系統投資了 50 億歐元。今年，博世還將投資 7 億歐元開發包括燃料電池在
內的電動交通解決方案。這一投資規模較去年增加近 40%。「電動交通在可預見
的未來將成為博世的一大核心業務。我們的目標是在以電池及燃料電池為主要驅動
力的電動交通領域成為市場領導者。從電動自行車到卡車，博世在電動交通產品上
的多元化優於其它企業。」博世在該領域的大規模前期投資已有相應成果，集團電
動車動力系統業務的增速是市場的兩倍，並且價值已達數十億歐元，鄧納爾補充。
自 2018 年以來，博世已展開 90 個相關專案，僅去年一年就新增 30 個價值 75 億
歐元的專案。目前全球超過 250萬輛汽車，已搭載博世電動動力系統零組件。 

 
結構調整 ― 平穩完成過渡 
在鄧納爾博士看來，產業結構調整和即將實施的歐盟七期排放法規 (Euro 7) 將促使
汽車行業步入一個充滿挑戰的過渡階段。他表示：「電動交通即將來臨，過去數年
博世已積極朝此方向轉型。然而集團用於發展電動交通的前期投資都來自於我們現
有的動力系統業務。」對博世和其它企業而言，至關重要的一點在於平穩完成過渡，
以確保盡可能多的員工都能跟上變革的進程。“電動車依靠可再生電力驅動可以達
成碳中和，而柴油和汽油車如果使用合成燃料驅動也能達成碳中和。我們不應讓歐
盟七期排放標準限制後一種技術手段的發展，它同樣能減緩全球變暖。」 即便是
現在，柴油和汽油發動機也不會對城市空氣品質造成重大影響。「從社會和經濟角
度出發的考量未必完全與生態發展的考量相衝突，」鄧納爾博士認為，「我們必須
在經濟、生態和社會因素之間保持平衡。」鄧納爾博士還表示博世在助力汽車產業
轉型，讓未來交通更加綠色、更加氣候友善的同時，還要保障就業。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climate-action-bosch-to-be-carbon-neutral-world-wide-by-2020-188800.html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co%E2%82%82-beratung-bosch-unterstuetzt-produzierende-unternehmen-auf-dem-weg-zur-klimaneutralitaet-2147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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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IoT 為發展契機 ― 讓聯網產品智慧化 
博世將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技術相結合，致力於在價值數十億的物聯網市場佔據領先
地位。集團推出創新的智慧物聯網解決方案可以降低能源成本、提升產品與服務的
舒適度和安全性，從而為客戶創造更多收益。同時，博世透過聯網技術收集產品使
用資訊，不僅可以通過軟體更新來改善產品性能，還可以開發全新功能和服務。在
過去幾年中，博世推出了連接設備、感測器和閘道器的物聯網套件，以及處理資料
的雲基礎設施，為打造智慧物聯網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此外，博世建立了人工
智慧平台，迅速擴大和拓展人工智慧的應用。 

 
鄧納爾博士表示：「博世下一階段的目標是將技術專長轉化為實際的業務。」博世
共售出約一千萬套聯網電動工具、家用電器和供暖系統，活躍用戶數量正不斷增加
中。為累積在人工智慧領域的技術專長，博世於 2017 年初創建了博世人工智慧中
心。僅僅三年時間，博世集團對人工智慧中心的投資已初見成效，中心對業績的貢
獻度已達 3億歐元。目前，博世人工智慧中心共有約 270名人工智慧專家，圍繞交
通移動、生產製造、智慧家居和智慧農業領域開展 180 多個專案。 

 
全新成立的智慧駕駛與控制事業部將在約 17,000 名員工的共同努力下助推博世向
AIoT 企業轉型。鄧納爾博士說道：「智慧駕駛與控制事業部將針對新的汽車電子
電氣架構開發軟體和硬體，助益智慧汽車新興市場的業務拓展。」僅在 2020 年下
半年，博世車用電腦就為集團獲得價值 25 億歐元的訂單，預計今年仍將繼續貢獻
價值數十億歐元的營業額。 

 
博世所有業務部門均在各自領域開發 AIoT 應用。其中一個應用是在基於智慧攝影
機的火災監測系統 Aviotec，該系統使用人工智慧技術，利用紅外線作為唯一光源
探測煙霧和火苗。另一個應用是在視覺化工件驗收平台應用人工智慧技術，可以輕
鬆捕捉工件表面極為細小的劃痕。此外，在健身追蹤裝置中，新型自我學習型感測
器透過邊緣人工智慧最大程度地減少延遲和功耗。在這類案例中，感測器自身已達
成智慧化。 

 
2020 年各事業群的發展狀況 
由於新冠疫情影響，博世集團各事業群除消費性產品業務呈現正成長外，其餘三大
事業群銷售均有所下降。交通解決方案事業群業務受汽車產業停產的影響，全年銷
售總額為 423 億歐元，同比下降 9.5%。由於整體汽車市場萎縮 15%，整個事業群
的業績仍優於市場平均水準。在調整匯率影響後，下降率為 8.1%。消費性產品事
業群業務的銷售總額達成 5.2%的成長，達 186 億歐元，調整匯率後的成長率為
8.2%。消費者對家居環境的重視帶動了家用電器和電動工具業務成長。儘管秋季
以來訂單量有所回升，工業科技事業群業務仍受到市場持續疲軟的影響，銷售總額
為 51 億歐元，較上年下降 16.0%。在調整匯率影響後，下降率為 15.0%。能源暨
建築科技事業群業務的營業額為 54 億歐元。儘管政策補貼助推供暖系統業務的發
展，但大量活動的取消仍舊對會議和公共廣播技術產品業務產生了不利影響。整體
業績較上年下降 3.4%，調整匯率影響後下降率為 2.0%。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ces-2021-bosch-puts-its-faith-in-ai-and-connectivity-%E2%80%93-for-the-protection-of-people-and-the-environment-223360.html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bosch-pools-its-software-and-electronics-expertise-in-one-division-with-17000-associates-216256.html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aviotec-video-based-fire-detection-in-darkness-thanks-to-new-ai-algorithms-222273.html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sensors-get-clever-ai-revolutionizes-fitness-tracking-222407.html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sensors-get-clever-ai-revolutionizes-fitness-tracking-2224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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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各區域業務發展表現 
博世集團所有地區的業務均受到去年春季疫情影響，有所下滑。歐洲地區的營業額
為 380億歐元，年同比下降 5.7%，在調整匯率影響後下降 4.6%。北美市場的營業
額萎縮 14.0%，為 108億歐元，調整匯率影響後的降幅為 12.0%。在南美洲市場，
營業額總計為 11 億歐元，名目降幅達 21.0%，而在調整匯率影響後下降率僅為
2.5%。亞太市場的營業額達 217 億歐元，僅比上年下降 1.4%。在調整匯率影響後，
營業額實際成長 0.5%。中國市場的率先復甦和積極發展帶動博世集團在亞太地區
營業額的成長，博世集團在中國的營業額首次超過德國。 

 
員工發展：聘僱狀況穩定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博世集團在全球共約有 394,500 名員工。博世在危機之
下仍保持整體平穩的聘僱狀況，員工人數的變動主要來自中國和德國。博世在研發
部門的員工人數略有增加，以確保繼續推動集團重要的策略投資項目。 

 
展望 2021：在危機中積蓄力量 
博世預期2021年全球經濟將緩慢復甦。在經歷了去年約 4.5%的衰退後，博世預計
今年的成長率將略低於 4%。 「危機尚未結束，」Asenkerschbaumer 教授認為，
除了新冠病毒的高傳染率導致社會和經濟發展受限，拖慢了成長步伐，一系列政治
發展包括英國脫歐進程，以及中美持續摩擦而引發的貿易限制等都將影響全球經濟
發展。「儘管挑戰重重，我們的目標仍然是在重要的業務領域和地區取得優於市場
水準的成長。」無論新冠疫情如何發展，博世將繼續對集團以合情合理的方式進行
必要的組織調整，應對產業的結構性變化。「博世在降低成本和提升競爭優勢上採
取的嚴格措施，為集團發展奠定了穩健的財務基礎，確保我們能繼續邁向極具潛力
的新興領域。」 

 
媒體查詢，請聯繫： 
Sven Kahn, phone: +49 11 811-6415 
Melita Delic, phone: +49 11 811-48617 
 
 
博世集團為全球科技及服務的領導廠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博世集團全球員工人數約為
394,500 萬人。初步統計數據顯示，2020 年博世集團營業額為 716 億歐元。博世擁有四大事業
群：交通解決方案、工業科技、消費性產品，以及能源暨建築智能科技領域。身為物聯網領域的
領導公司，博世提供智慧家庭、工業聯網和聯網交通等創新解決方案，旨在打造永續、安全和振
奮人心的未來交通移動願景。博世擁有在感測器科技、軟體與服務的專業，同時擁有自己的物聯
網雲端系統，以單一窗口提供客戶聯網、跨域的解決方案。博世集團的策略目標為透過包含人工
智慧在內的創新與激發熱情的產品與服務，在全球創造聯網生活並提升生活品質。簡而言之，博
世“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先進科技。集團包括羅伯特博世公司 (Robert Bosch GmbH) 及遍佈
60 多個國家的 440 多家分公司和區域性公司。若將其銷售和服務夥伴涵蓋在內，博世的業務幾
乎遍及全球所有國家。博世未來發展的基礎在於其創新能力，全球共有約 73,000 位研發人員，
其中包含約三萬名軟體工程師，在 126 個據點進行研發相關的工作。 
 
 
博世公司是由羅伯特博世先生(1861-1942) 於 1886 年在德國斯圖加特所創立的，當時命名為“ 
精密機械與電機工作坊 ”。博世集團獨特的所有權形式確保了財務的獨立性和企業發展的自主性
。集團不僅能進行大規模的前期投資以確保長期發展，而且可以堅持博世創始人的意願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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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慈善性質的羅伯特博世基金會持有羅伯特博世集團 94 % 的股權，其餘股份
則分屬於博世家族、該家族擁有的公司以及羅伯特•博世有限公司。羅伯特博世工業信託公司擁
有大部分的投票權，負責集團的營運。  
 
 
詳情請見博世集團相關網站:  
www.bosch.com  
www.iot.bosch.com  
www.bosch-press.de  
www.twitter.com/BoschPresse 
 

http://www.twitter.com/BoschPres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