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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欧元

201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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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欧元

营业收入  820,194 848,387

计税及非经常性项目前利润 59,910 103,520

非经常性成本 (4,073) -

净资产 707,394 722,60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38,858 379,541

在手订单 254,300 208,363

No. No.

员工人数   4,918 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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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截至12月31日的2019年，集团录得营业收入为8.202亿欧元（2018:8.484亿欧
元），计税及非经常性项目支出（410万欧元，此项费用与集团在5月收购意大利电
动机和发电机生产商Marelli Motori的收购及随后的重组有关。2018年: 无）扣除前
利润为5,990万欧元（2018年:1.035亿欧元）。

本年度税后利润为4,170万欧元（2018年:7,380万欧元），4月支付股东红利9,000万欧
元（2018年: 无）。截至年底，合并现金余额为2.389亿欧元（2018年:3.795亿欧元），
净资产为7.074亿欧元（2018年:7.226亿欧元）。集团在期内保持零负债（2018：零）

，年末在手订单为2.543亿欧元（2018:2.084亿欧元）。

在利润连续多年创纪录增长之后，自2018年开始的放缓一直持续到了2019年。业务放缓
的程度因部门而异，一些较小的子公司实际上逆势而上，Piller在2019年的出色业绩与
2018年非常相似。不计5月份收购的Marelli Motori业务获得的部分，营业收入约为7.5亿
欧元，下降约1亿欧元（12％）。

虽然整体营业收入下降，税前利润仍然达到7％，在股东分红和收购发生的1.5亿现金流
出之后，净资产仍超过7亿欧元，合并现金余额接近2.4亿欧元。集团没有负债，财务状
况仍然非常健康，并且已准备好进入下一发展阶段。

集团财务状况仍然非常健
康，并且已准备好进入下
一发展阶段。

2120

主席总评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年度IFRS财务报告2019年年度IFRS财务报告



收购Marelli Motori
我们寻找适宜并购目标的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5月份集团从凯雷集团手中收购了意大
利电动机和发电机制造商Marelli Motori。

Marelli Motori于1891年在意大利北部小镇Arzignano成立，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电动
机和发电机制造商之一。时至今日，公司在船舶、石油和天然气、发电、热电联产以
及其它工业领域赢得了广泛的品牌认可。

公司目前拥有约750名员工，并在意大利和马来西亚设有制造工厂，在美国、德国和南
非设有分销和服务子公司。公司的分销服务网络涉足四大洲，在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
供技术领先的产品。

近年来Marelli Motori业务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于2019年下半年在Arzignano工厂启动
了重组措施。在我们领导下的2019年的7个月中，计除重组费用后该业务录得很小的贸
易亏损。此外由于重组工作年底前几乎已经完成，因此新部门预计将在今年恢复盈利。

预计2020年营业收入将基本维持在1.25亿欧元左右，新部门在这个业务水平上将盈亏
平衡。管理层在中期业务发展方面面临挑战，但无需大量额外投资即可实现目标。随
着营业收入的增长，我预计该业务对集团的贡献也会相应增加。

位于Arzignano的工厂和总部面积合计约60,000平方米
（640,000平方英尺），并由公司直接拥有。公司位于吉
隆坡的第二工厂面积约为总部工厂的一半，为租赁使用。
马来西亚的设施太大成本太高并超出企业需求，我们计
划在2021年4月租赁协议到期前在附近区域购买更合适
的自有产权经营场所，同时企业租金方面负担过重。

此次收购包括全部偿还Marelli 5500万欧元的银行债务，额外410万欧元与收购和随后
的业务重组相关，这些都作为非经常性项目计入本次报告。此次收购以及未来业务运
营资金完全来自集团资源。

曼罗兰平张部门
营业收入: 2.035亿欧元 (2018: 2.598亿欧元). 在手订单: 6,120万欧元. (2018: 2,740万
欧元). 公司总部: 德国. 员工总数: 1,472。

由于市场供给继续超过行业需求，在2019年前两个
季度市场竞争者的行动特别激进。到目前为止，我
对该部门面向现有客户的服务感到满意。但上半年
订单量受到显著影响，七月份我授权公司采取“脱
手套”行动应对市场变化。

尽管利润率较低，下半年订单量得到显著改善，第
四季度印刷机新订单与上半年基本持平。可惜在
2019年无法将大量订单转化为收入，其次工厂在一
部分时间里处在短暂工作的恢复中。

曼罗兰订单量保持健康水平，生产处于自2012年
我们收购该部门以来的最高水平。按照当前的运营
速度，部门将再次对集团业绩做出积极贡献，同时
我已指示公司继续开展“脱手套”行动。

曼罗兰业务的基础成本较低，与竞争对手相比既没有负债也没有过多的间接费用。

公司的印刷机在市场上享有很高声誉，曼罗兰的口碑得到普遍认可，同时股东兼具耐心。

在我们领导期间，产品研发投资保持持续增长，2019年也不例外。公司于2016年推出了
ROLAND 700 EVOLUTION卓越版印刷机，这款印刷机完全在我们的管理期间开发，并
在DRUPA正式推出，是受行业广泛认可的“一流产品”。

在这一年，Senefelderhaus的第
二阶段改建工程（位于Mülheim
附近的前Manroland AG总部）
已经完成，并交由Bundespolizei
作为培训学院使用。目前已收到
租赁意向书用于剩余三层的租
赁，从而完成整栋建筑物的利用。
目前大楼其余部分的改造已经开
始，公司学徒培训大楼改建为体
育馆供学院使用。曼罗兰学徒培
训设施将移至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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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AND 700 
EVOLUTION卓越版印刷机
于2016年上市，是行业广泛
认可的“一流产品” 。

2019年5月集团收购意大
利电动机和发电机制造商

Marelli Moto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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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efelderhaus，前
Manroland AG总部大厦将
由Bundespolizei作为培训
学院使用。



在我们为期8年的领导下，曼罗兰对学徒培训的投资持续增长。与所有其它业务一样，
我们对曼罗兰的看法是长期的，而训练必要技能来制造这些高度复杂的设备需要一定时
间。

最后，一项出售约15公顷（37英亩）剩余土地用于开发的合同在本年度开始生效。

和我们在2004年收购此业务时相比，3.2MW约为当时公司最大设备容量的两倍。随
着数据中心的不断扩大，对更高功率和UPS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集团最近收购的
Marelli Motori业务在生产高输出电机方面与Piller相比更具丰富经验，在此后的下一个十

Piller在德国Osterode举行
100周年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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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利集团的领导下，曼罗兰对学徒培训的投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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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合同的前提条款终于在2019年全部达成，预计在2020年3月将获得约1,900万欧元
现金。

Piller 部门
营业收入: 2.179亿欧元. (2018: 2.206亿欧元). 在手订单: 7,400万欧元. (2018：8,760万欧
元). 公司总部: 德国. 员工人数: 945。

德国电气设备生产商Piller（主要为数据中心提供UPS不间断电源系统）及其海外销售和
服务子公司再次成为集团业绩的最大贡献者。

2019年营业收入和利润与2018年的出色表现非常相似。公司主要业绩来自表现强劲的德
国，美国市场也是主要的贡献者，尽管在美国超大规模市场领域遭遇反对Piller技术的阻
力。英国、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其它子公司基本符合预期。所有公司都实现
盈利，同时Piller的飞机地面动力和军事业务也为出色的整体业绩做出了坚实贡献。

上月公司向市场推出了极为成功的“ Uniblock” UPS的最新迭代版本。 历经四年研发并且实
现单一单元提供3.2MW的UPS, UB-V系列是Piller在2020年代的旗舰产品，它在下一个十
年之初上市可谓正当其时。

年，Piller计划与Marelli合作提供5MW乃至更高的UPS解决方案。

八月，Piller举办了“100 Years in Osterode”庆祝活动。我受Osterode市市长邀请，非常荣
幸地签署了这座城市的“金书”。前员工、现员工及家属来到Spa Park会议中心观礼，随后
超过4,000人-接近Osterode市的全部人口-参加了庆典活动。

动能储存业务Active Power总部
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2016
年11月由Piller收购，2017年并
入Piller美国的组织架构中，并从
今年1月起成为独立子公司。事
实证明整合存在问题，于是自九
月份起决定将业务分开。从今年
1月开始，新的Active Power Inc.
将直接在奥斯汀管理美国市场的
销售和服务，海外销售和服务将
继续由Piller的全球子公司管理。同样在9月，Active Power宣布了一项重要产品升级，其
核心产品CleanSource®输出量提高20％。尽管局势紧张、机械销售缓慢，2019年Active 
Power约占Piller集团利润的8％，我预计在新的构架下，两家美国公司的业绩都会更好。

Active Power公司, 德克萨
斯奥斯汀 – 自2020年1月
起成为Piller内部的一项独
立业务。



ARO 部门
营业收入: 1.004亿欧元. (2018: 1.353亿欧元). 在手订单: 1,780万欧元. (2018: 2,170万欧
元). 公司总部: Chateau-du-Loir, 法国. 员工人数: 508。
 
ARO焊接技术部门总部位于法国中部卢瓦尔河地区的图尔和勒芒之间，继2017年取得公
司最佳业绩之后，从2018年开始，其主要市场汽车制造行业增速开始放缓。

营业收入约为1亿欧元，与2018年相比下降约26％，与2017年相比下降31％。在ARO的
欧洲客户中，只有雷诺和戴姆勒在2019年保持了可观的投资，其它汽车制造商则减少或
推迟了投资。美国ARO报告了类似情况，2020年起步稍缓，尽管他们预计通用汽车将在
下半年进行大量投资。 ARO中国跌幅最大，中国汽车制造商的众多项目被推迟或取消。来
自ARO中国的收入下降了60％，利润下降了50％。在我撰写ARO部分时，其在中国武汉
的工厂由于冠状病毒爆发关闭了，现在说会产生什么影响还为时过早，但应该指出，中国
占ARO整体业务低于10％。

部门利润大大低于往年，但是由于ARO的灵活结构，此项业务能够相对轻松地应对需求减
少。我们预测到经济下滑，总体利润在计划之内，完全令人满意。预计2020年的商业活动
将保持类似水平。

Claudius Peters 部门
营业收入: 9,880万欧元 (2018: 1.028亿欧元). 在手订单: 4,390万欧元 (2018: 5,680万
欧元). 公司总部: 德国. 员工人数: 494。
 
Claudius Peters是位于德国北部Buxtehude的工厂机械专家，这一年表现尤其不佳。尽
管中国、美国、英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巴西子公司的积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整体损失，这仍是该部门自2002年由我们开始领导以来第一次对集团业绩产生消极影响。
印度和西班牙收支平衡，法国Claudius Peters录得小额亏损。法国业务依赖少数相对较
大的物料处理项目，主要位于法语区的北非和中东地区。众所周知，这些项目的孕育时
间很难预测，尽管决定预计将很快做出，预计整个2019年的项目都将推迟到2020年。

航空航天部门主要为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纵梁，即飞机纵向强化结构。由于A380的生产已
无限期暂停，使得本年度营收很少，尽管该业务确实做出积极贡献。

售后市场的收入和贡献均符合预期并令人满意，问题主要存在于Buxtehude工厂的机械
项目活动。该业务为煤炭、钢铁、氧化铝、水泥和石膏行业提供设备，交易量很小并且

一份特定合同存在重大损失，目前已经解决。总体而言主要问题是项目执行，在第四季度
我认为有必要进行管理变革，同时需要成本削减措施以及改变工作方式和恢复销售的努
力，所有这些目前都在进行中。

其它部门
营业收入: 1.272亿欧元. (2018: 1.3亿欧元). 在手订单: 1,880万欧元. (2018: 1,490万欧
元). 位于: 英国，欧洲&美国. 员工人数: 749。

尽管有高有低，总体而言，其它部门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

Druck Chemie (DC), 德国印刷化学品生产商，利润率承受压力同时市场萎缩，再次面临
充满挑战的一年。 在德国和法国为主要推动力的情况下，该业务做出积极贡献，大致符合
预期。规模很小的英国分公司录得少量亏损，但为德国的生产贡献了利润。比利时、意大
利、瑞士、捷克和波兰子公司均做出积极贡献，巴西录得亏损，结果总体上令人满意。

Bradman Lake, 食品包装机械业务在2018年表现令人失望，而2019年则有了很大改善。
收入略低于目标，但毛利率更高且低于预算成本，同时整体预算利润有所提高。收入主要
来自两家英国工厂，此外美国业务做出了坚实贡献。

Reader Cement Products, 水泥混合和包装业务，连续第四年产量超过100,000吨，业务
组合在2019年表现不佳，结果略低于目标。尽管如此，公司仍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业绩，
自有品牌产品于2018年开始在家庭装修市场上市，销售继续受到欢迎。

Clarke Chapman, 专业材料处理商，取得了和2018年类似的成功业绩，这是自2000年我
们从劳斯莱斯公司（Rolls Royce plc）收购此业务以来的最佳业绩。为英国核燃料再处理
和核退役站点Sellafield提供核燃料处理设备，为英国铁路网络提供服务，以及售后市场销
售都对业绩增长做出了坚实贡献。 对于Clarke Chapman来说，2020年同样将是不错的一
年。 

Oakdale Homes, 地方性房屋建造商，自1985年以来一直是集团一员。公司目前继续通
过土地储备工作，在报告期内产生微小亏损。在当前的建造计划完成后，公司无意进一步
发展。

资产

最后，在回顾其它业务时，应提及集团的物业持有情况。这些主要是各子公司的经营物
业，同时包括其它商业物业投资。2019年租金收入总计760万欧元，如今超过98％的运营
物业归集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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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与2018年和往年相比，2019年的活动水平大大降低，集团在多个方面遇到了重大阻力。尽
管如此，税前利润仍达到总收入的7％。

在这一年中我们检视了许多收购机会并完成了自2014年以来的首个交易。从历史上看，我
们的重大发展多是在管理层未能适应经济下滑而导致目标未能达到预期水平的情况下实现
的，Marelli项目同样符合此描述。在处理现有团队问题的同时，目标的收购、运转和重建
对于家族企业的下一代成员而言是宝贵的经验。

展望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整体增长将从去年的2.9％增至2020年的3.3％，
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几近解决，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宏观经济环境看起来确实是
有利的。尽管如之前提及的，现在说最近的冠状病毒爆发可能产生什么影响还为时过早，
但毫无疑问，持续时间越长，影响越大。

在集团层面，新年初始在手订单余额相比一年前有了很大进步，最近收购的Marelli业务几乎
已经完成了重组，各个部门的主要问题正在得以解决。

尽管我不期望2020年能够恢复到和近几年类似的出色水平，但集团为未来做好了准备，我
预计今年的总体表现将是合理的。

 Anthony J Langley
 主席
 2020年2月7日 

28 292019年年度IFRS财务报告2019年年度IFRS财务报告

主席总评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主席总评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BERNARD WATSON  

退休
WILL LANGLEY  

6月份加入董事会
MIKE NEALE 

7月份被任命

2019年年底，Bernard Watson
先生辞去董事会职务。 当1990
年我们收购第一家公司
时，Bernard就加入了集团。自
那时起，他一直在集团发展中
扮演重要角色。我要感谢他的
服务，并祝他退休愉快。

在进入公司约四年后，今年六
月我邀请我的儿子William加入
董事会，负责我们的Reader水
泥产品业务。欢迎来到母公司
董事会，William。

我也想在此欢迎兰利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Mike Neale先生。 作
为我超过40年的亲密朋友和值
得信赖的咨询顾问，Mike于去
年夏天以合伙人的身份从审计
和咨询服务商Smith & 
Williamson退休，之后我毫不
犹豫地立即邀请他加入董事
会。 接下来Smith & Williamson
将不再提供审计服务，但将继
续为集团提供咨询服务。

我们的员工
按照惯例，如果没有提及我们的员工，这份总评将是不完整的。截至年底全球共有4,918
名员工，藉此机会欢迎所有新员工加入我们的商业家庭。正是我们全体员工的努力工作和
勤勉付出才使得集团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集团董事会调整

在员工部分的最后，我们于2015年引入了一项政策，集团将等量匹配员工的所有慈善捐

款。 2016年，我将匹配目标扩大到包含员工直系亲
属在内的为慈善事业筹集的资金。在此我高兴地宣
布，2019年我们共匹配了94,464欧元员工捐款，用
于各类慈善事业。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项名为“ 
100 for 100”的穿越哈尔茨山脉的100公里自行车骑
行项目，这是Piller董事长于6月发起的，以纪念公
司在Osterode-am-Harz成立100周年，项目包括匹

配资金在内共筹集了超过100,000欧元的善款。

6月，Piller董事长通过
慈善自行车骑行筹集了

100,000欧元，作为Piller“在
Osterode创业100年”庆祝活

动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