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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執行董事
徐旭平先生（副主席）
張才雄先生
吳中立博士（行政總裁）
張振崑先生
林昇章先生
吳玲綾女士

非執行董事
徐旭東先生（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詹德隆先生
王偉先生
李高朝先生
王國明博士

公司秘書
何小碧女士

授權代表
吳中立博士
何小碧女士

審核委員會成員
詹德隆先生（主席）
徐旭東先生
李高朝先生

薪酬委員會成員
王國明博士（主席）
徐旭東先生
詹德隆先生

提名委員會成員
徐旭東先生（主席）
詹德隆先生
王偉先生

獨立委員會成員
李高朝先生（主席）
詹德隆先生
王國明博士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中國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江西省
瑞昌市碼頭鎮
亞東大道6號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銅鑼灣
禮頓道103號
力寶禮頓大廈
11樓B室部分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SMP Partners (Cayman) Limited
Royal Bank House – 3rd Floor
24 Shedden Road
P.O. Box 1586, Grand Cayman KY1-1110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2樓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
中國銀行
交通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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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香港法律顧問
中倫律師事務所
香港
中環
康樂廣場1號
怡和大廈四樓

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香港
金鐘道88號
太古廣場一期35樓

股份代號
743

公司網頁
www.achc.com.cn

聯絡詳情
電話：(852) 2839 3705
傳真：(852) 2577 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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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359,764 2,808,975
毛利 618,913 454,293
期內溢利（虧損） 90,930 (60,69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81,907 (64,588)
毛利率 18% 16%       
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 人民幣0.052元 人民幣(0.041)元
— 攤薄 人民幣0.052元 人民幣(0.041)元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總值 15,888,337 15,902,155
資產淨值 9,665,112 9,635,148       
流動資金及負債
流動比率 1 1.16 1.32
速動比率 2 0.94 1.06
負債比率 3 0.39 0.39       

附註：

1. 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流動負債計算。

2. 速動比率按流動資產減存貨除流動負債計算。

3. 負債比率按負債總額除資產總值計算。



5 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359,764 2,808,975
銷售成本 (2,740,851) (2,354,682)    
毛利 618,913 454,293
其他收入 4 39,236 43,530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9,531 (63,795)
分銷及銷售開支 (190,031) (208,530)
行政開支 (128,339) (138,278)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916 1,66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107) 359
融資成本 (154,724) (97,333)    
除稅前溢利（虧損） 195,395 (8,090)
所得稅開支 6 (104,465) (52,601)    
期內溢利（虧損） 7 90,930 (60,691)
其他全面收入 – –    
期內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81,907 (64,588)
非控股權益 9,023 3,897    

90,930 (60,691)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虧損）： 9
基本 0.052 (0.041)    
攤薄 0.052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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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 9,690,298 10,079,179
礦場 11 241,610 250,322
預付租金 12 720,637 735,033
投資物業 56,520 20,370
商譽 693,000 693,000
其他無形資產 4,415 4,431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64,641 63,72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6,914 17,021
受限制銀行存款 29,860 29,758
遞延稅項資產 73,578 68,979
長期預付租金 22,000 24,283    

11,613,473 11,986,101    
流動資產
存貨 13 803,257 767,818
長期應收款項 — 一年內到期 – 25,953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2,226,429 2,039,576
預付租金 12 24,014 23,279
向關連公司作出貸款 15 546,897 476,68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4,533 3,752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40,105 40,465
受限制銀行存款 6,018 5,108
銀行結餘及現金 623,611 533,420    

4,274,864 3,916,054    
流動負債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834,989 969,138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23,833 13,479
應付稅項 53,628 48,015
借貸 — 一年內到期 2,769,312 1,928,934    

3,681,762 2,959,566    
流動資產淨值 593,102 956,48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206,575 12,942,589    
非流動負債
借貸 — 一年後到期 2,496,773 3,262,563
遞延稅項負債 20,205 22,327
環境恢復撥備 24,485 22,551    

2,541,463 3,307,441    
資產淨值 9,665,112 9,635,14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 140,390 140,390
儲備 9,249,072 9,214,17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389,462 9,354,561
非控股權益 275,650 280,587    
權益總額 9,665,112 9,63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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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法定
儲備

其他
儲備

特別
儲備

保留
溢利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40,390 1,351,069 286,038 1,635,906 5,885,939 9,299,342 271,584 9,570,926         

期內（虧損）溢利 – – – – (64,588) (64,588) 3,897 (60,691)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 – –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 – – (64,588) (64,588) 3,897 (60,691)         

撥款 – 58,858 – – (58,858) – – –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 – – (78,343) (78,343) – (78,343)

向非控股權益派付股息 – – – – – – (8,393) (8,393)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40,390 1,409,927 286,038 1,635,906 5,684,150 9,156,411 267,088 9,423,499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40,390 1,409,927 286,038 1,635,906 5,882,300 9,354,561 280,587 9,635,148         

期內溢利 – – – – 81,907 81,907 9,023 90,930         

撥款 – 105,415 – – (105,415) – – –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 – – (47,006) (47,006) – (47,006)

向非控股權益派付股息 – – – – – – (13,960) (13,96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40,390 1,515,342 286,038 1,635,906 5,811,786 9,389,462 275,650 9,66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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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299,349 854,174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8,056) (117,332)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41,102) (1,252,9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90,191 (516,126)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3,420 1,105,250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以銀行結餘及現金代表 623,611 58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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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
則第34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

除下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依循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之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動議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未實現損失遞延所得稅資產之認列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並無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所載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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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按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水泥業務 混凝土業務 總計 撇銷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3,172,904 186,860 3,359,764 – 3,359,764
分部間銷售 38,118 304 38,422 (38,422) –      
總計 3,211,022 187,164 3,398,186 (38,422) 3,359,764      
業績
分部業績 394,054 2,694 396,748 (32,104) 364,644     
未分配收入 1,859
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金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7,193)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91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07)
融資成本 (154,724)     
除稅前溢利 195,395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水泥業務 混凝土業務 總計 撇銷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2,612,597 196,378 2,808,975 – 2,808,975
分部間銷售 33,557 14 33,571 (33,571) –      
總計 2,646,154 196,392 2,842,546 (33,571) 2,808,975      
業績
分部業績 158,163 8,589 166,752 (75,025) 91,727     
未分配收入 14,020
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金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8,527)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1,66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359
融資成本 (97,333)      
除稅前虧損 (8,090)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賺取溢利（所招致虧損），惟未計及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金、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業
績、投資收入及融資成本之分配。此乃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報告之計量方式。

分部間銷售按市價或（倘無市價）按成本加標價加成率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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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助 20,630 20,240
運費收入 1,201 2,149
銷售廢料 5,041 4,264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4,415 8,152
租金收入，扣除支出 5,168 2,594
其他 2,781 6,131   

39,236 43,530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呆賬撥備淨額 14,142 1,899
匯兌虧損淨值 (2,028) (65,299)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1,751) (395)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虧損 (832) –   

9,531 (6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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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13,930 53,002

已付預扣稅 –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744) 36
遞延稅項抵免 (6,721) (437)   

104,465 52,601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相關稅率分別介乎15%至25%及15%至
25%。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無在香港及新加坡此兩個司法權區產生應課稅溢
利，故並無於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就香港利得稅及新加坡所得稅作出撥備。

7. 期內溢利（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虧損）乃經扣除下列項目：

折舊及攤銷 435,736 436,358   

8. 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3分支
付合共人民幣47,006,000元。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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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9.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81,907 (64,588)   

千股 千股

股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566,851 1,566,851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566,851 1,566,851   

10. 物業、機器及設備

賬面值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0,879,534
添置 84,441
期內折舊 (417,156)
出售 (2,77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544,043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0,079,179
添置 31,594
期內折舊 (414,652)
出售 (5,823)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69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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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11. 礦場

賬面值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56,476
添置 –
期內攤銷 (8,215)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48,261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50,322
添置 –
期內攤銷 (8,712)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41,610  

12. 預付租金

賬面值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61,029
添置 115,129
期內攤銷 (10,281)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765,877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758,312
添置 –
期內攤銷 (11,661)
出售 (2,00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74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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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13. 存貨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件及配料 313,966 310,174
原材料 281,963 251,461
在製品 102,962 120,714
製成品 104,366 85,469   

803,257 767,818   

14.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交易應收款項 1,158,521 1,230,734
減：累計撥備 (113,384) (127,283)   

1,045,137 1,103,451
應收票據 865,767 739,751   

1,910,904 1,843,202
其他應收款項 315,525 196,374   

2,226,429 2,039,576   

本集團之政策容許授予水泥客戶30至180日及混凝土客戶180至365日之信貸期，惟若干擁有良好信貸記錄之特定客
戶則偶獲給予更長信貸期。

下表乃交易應收款項（已扣除呆賬撥備）截至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398,763 491,918
91至180日 184,456 154,027
181至365日 221,654 190,478
365日以上 240,264 267,028   

1,045,137 1,10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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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15. 向關連公司作出貸款
向關連公司作出之貸款人民幣546,897,000元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償還。

16.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交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347,183 450,21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87,806 518,922   

834,989 969,138   
就報告之分析如下：

 
非流動負債 – –
流動負債 834,989 969,138   

834,989 969,138   

下表乃交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截至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255,901 389,291
91至180日 27,084 27,878
181至365日 40,717 20,268
365日以上 23,481 12,779   

347,183 450,216   

交易應付款項主要包括交易採購之未支付金額。交易採購之平均信貸期為30至90日。

17. 股本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為人民幣140,390,000元。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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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18. 承擔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土地使用權
（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 529,036 526,376   

19. 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共同控制實體：
運輸開支 38,361 30,820   

聯營公司：
銷售貨品 3,230 2,133   

最終控股公司：
銷售貨品 – 26,635   

董事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2,881 2,962   

董事酬金乃計及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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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2017年上半年，通過繼續推動「三去一降一補」
（去產能、去庫存、去摃桿、降成本、補短板），國民經濟步入穩定增長的有利條件仍在增加，產業轉型升級取得一定進
展，企業利潤有所改善，出口明顯止降回升，部分增長困難的區域增速回正。上半年，全國GDP同比成長6.9%，繼續處於
中高速合理區間內；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8.6%，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8.5%。（來源：國家統計局）

2017年1-6月，全國水泥產量11.1億噸，較2016年同期成長0.4%。在各地積極推進錯峰生產和市場需求復蘇的雙重帶動
下，水泥價格自3月份起開始逐步提升，4-5月一直在高位調整，直至6月因雨水天氣持續，加之即將進入暑期水泥市場淡
季，部分廠家為控制庫存，水泥價格出現回落。綜合來看，第二季價格一改第一季度的頹勢，全行業出現了量價俱揚的局
面，行業效益亦有大幅改善。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1-5月水泥行業累計實現利潤237億元。遠超過2016年同期水
泥行業45億元的利潤總額。

上半年，集團積極抓住經濟復蘇，行業回暖的趨勢，在產銷方面廣泛挖掘潛力，深入檢討各項不足，並在多個方面靈活創
新，多管齊下提升公司收益。生產方面，集團繼續有效的推進各項「降本增效」舉措，透過優化生產流程與人員配置，在物
料採購、倉儲、設備運行、節能降耗等方面降低各項成本。銷售方面，集團各公司加强對周邊市場滲透，繼續擴充近廠區
銷量及市佔率，積極參與重點及大型項目工程競標，並努力擴大出口外銷量。同時發揮集團在礦山資源及技術研發上的優
勢，積極開拓角材、混凝土外加劑、助磨劑等非水泥產品市場。經由上述努力，集團上半年繼續實現全產全銷，水泥與熟
料合共銷量1,379萬噸。集團今年首季雖然錄得虧損，但第二季即扭虧為盈，上半年度利潤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

收益
下表載列報告期間按地區劃分的銷售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地區
東南區 1,242,325 1,012,061
華中區 854,330 710,875
西南區 879,616 774,590
華東區 383,493 311,449   

3,359,764 2,80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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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續）
收益（續）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收益為人民幣3,360,000,000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人民幣2,809,000,000元增加人民幣551,000,000元
或20%。收益增加主要由於本公司產品平均售價上升。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貢獻方面，水泥及相關產品銷售額佔95%（二零一六年：94%），而預拌混凝土
銷售額則佔5%（二零一六年：6%）。下表顯示報告期間按產品劃分之銷售額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水泥 2,910,247 2,522,339
熟料 211,084 74,773
高爐爐渣粉 20,742 15,514
預拌混凝土 164,472 174,165
其他 53,219 22,184   

3,359,764 2,808,975   

銷售成本及毛利
本集團之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燃料開支（包括煤炭及電力）、僱員補償及福利、折舊及攤銷，及其他經常性成
本。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銷售成本為人民幣2,740,900,000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2,354,700,000元）。銷售成本上升主
要由於煤炭成本上升。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為人民幣618,900,000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454,300,000元），毛利率為收益
之18%（二零一六年：16%）。毛利增加主要由於水泥產品平均售價及煤炭成本上升的淨影響。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政府補貼、運費收入、利息收入及廢料銷售。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為人民
幣39,200,000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人民幣43,500,000元減少人民幣4,300,000元或10%。其他收入減少乃由於回顧期間
利息收入減少。

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益及虧損主要包括外匯虧損淨額及呆賬撥備。於回顧期內，其他收益為人民幣9,500,000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之虧
損人民幣63,800,000元增加人民幣73,300,000元。收益增加，主要由於以美元計值之銀行借貸產生之外匯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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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續）
分銷及銷售開支、行政開支及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及銷售開支為人民幣190,000,000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之人民幣208,500,000
元減少人民幣18,500,000元或9%。分銷及銷售開支減少是由於回顧期間水泥產品的包裝材料成本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包括僱員薪酬及福利、折舊開支及其他一般辦公室開支，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人民幣138,300,000元減少7%至人民
幣128,300,000元。有關跌幅乃由於回顧期間其他稅費減少所致。

融資成本增加59%，主要由於借款利率增加。

期內溢利（虧損）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溢利淨額為人民幣90,900,000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之虧損人民幣60,700,000元增加人民幣
151,600,000元。溢利增加主要由於水泥產品平均售價及煤炭成本上升的淨影響。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維持穩健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總資產約人民幣15,888,300,000元（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5,902,200,000元），而總權益約人民幣9,665,1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
民幣9,635,100,000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623,6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533,400,000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約為39%（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9%），乃分別根據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總負債及總資產計算。

借貸
本集團未償還借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到期狀況分析概述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2,769,312 1,928,934
第二年 2,496,773 3,262,563   

5,266,085 5,19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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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續）
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32,3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03,200,000元），而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承擔則約為人民幣529,0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
民幣526,400,000元）。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主要涉及購置機器、設備及投資項目。本集團預期將以未來經營收益、銀行借
貸及其他融資途徑（如適用）撥付該等承擔。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質押或抵押。

或然負債
於本公告日期及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會並不知悉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4,010名僱員。本集團根據適用中國法律及法規為其中國僱員提供退休保險、醫療、
失業保險及房屋公積金，並為香港僱員向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本集團根據僱員工作表現及經驗支付酬金，並定期
檢討有關薪酬待遇。

此外，本集團亦採納購股權計劃，據此，合資格董事及僱員就彼等過往及日後為本集團之增長所作貢獻獲授多項可認購本
公司普通股之購股權。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或同意授出購股權。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其他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之銷售額及採購額大部分以人民幣列值。

人民幣並非可自由兌換貨幣。由於人民幣未來匯率或因中國政府可能施加之管制而較現時或過往匯率大幅變動。匯率亦可
能受國內及國際經濟發展及政治變動以及人民幣供求影響。人民幣兌外幣升值或貶值或會對本集團經營業績構成影響。

本集團現時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監控外匯風險，並將於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 | 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22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續）
前景
展望下半年，集團對水泥業的發展仍持謹慎樂觀態度。宏觀層面上，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的格局沒有改變，政府將繼續採取
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設法讓經濟繼續保持成長。集團預計下半年水泥市場需求仍將溫和成長，水泥價
格較第二季度仍會呈現上行趨勢。具體層面體現在：1、5月25日，住建部和國家發改委聯合發布《全國城市市政基礎設施
規劃建設「十三五」規劃》以2020年為時間點的「十三五」期間，我國將實施城市路網加密、軌道交通、綜合管廊、黑臭水體
治理、排水防澇設施、海綿城市建設等12項市政基礎設施重點工程。2、6月初中國水泥協會於在總結彙集全行業的意見基
礎上，根據《建材工業「十三五」發展指導意見》，制訂了《水泥工業「十三五」發展規劃》（簡稱《規劃》）。規劃指出，從2013年
至今，全國水泥年產量一直維持在24億噸左右，說明中國水泥產品已處於消費平台期，即使在不考慮有新增熟料產能的前
提下，要達到80%合理產能利用率至少要壓減4億噸熟料產能。為了實現壓減淘汰過剩熟料產能4億噸的目標，《規劃》提出
要嚴禁備案新建、新增產能項目。2020年底前，嚴禁備案和新建擴大產能的水泥熟料建設項目；2017年底前，暫停實際
控制人不同的企業間水泥熟料產能置換。2020年水泥60%生產綫要達到領先水平，水泥產業生產集中度達到80%。3、為
緩解水泥行業產能過剩矛盾，加之環境保護的壓力，6-8月水泥行業的限產步入夏季高峰期。包括本公司主力市場所在地湖
北、江西、四川、江蘇以及外圍河南、重慶等多個省市相繼發布了夏季（6-8月）錯峰停窑限產方案。

綜上，集團認為，預估2017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約為8%，但基建增速將達20%，加上行業相關政策逐步落實，有效
拉動整體水泥需求，錯峰生產及行業自律等措施，使市場供需平衡，維持有序競爭，水泥價格逐漸上揚，整體水泥供需結
構及經營效益得到優化。預計第三季水泥價格將延續第二季度的上升態勢，及至第四季傳統旺季，水泥業整體盈利有望繼
續增加。

集團將一如既往的繼續推進各項管理制度上的改革，求新求變，加強管理階層及各級員工之培訓，充分發揮全體員工的創
新思維，鼓勵同仁推動自我工作改善，提升公司營運績效。除此之外，集團仍將繼續踐行高環保理念，積極響應並配合政
府部門開展水泥窑協同處置生活垃圾和固體廢棄物等作為，不遺餘力地履行好企業的社會責任。總之，集團將會靈活應
對，積極改革，力爭取得更佳的業績，為股東、員工、社會創造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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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有關規定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本公司存置之登記
冊，或(c)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股本衍生工具 權益總額

徐旭東先生 3,000,000 — 3,000,000 0.19%
張才雄先生 1,422,000 — 1,422,000 0.09%
吳中立博士 481,500 — 481,500 0.03%
張振崑先生 430,000 — 430,000 0.03%
林昇章先生 400,000 — 400,000 0.03%
徐旭平先生 200,000 — 200,000 0.01%
吳玲綾女士 20,000 — 20,000 0.001%     

於相聯法團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權益類型 

董事姓名 相關法團名稱 個人 透過配偶 公司
於相聯法團所
持普通股總數

佔相聯法團
股權百分比

徐旭東先生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亞洲水泥」） 23,278,334 6,352,467 — 29,630,801 0.88%
Asia Cement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 
（「Asia Cement Singapore」）

2 — — 2 0.00002%

Oriental Industrial Holdings Pte., Ltd 
（「Oriental Industrial」）

4,000 — — 4,000 0.0007%

張才雄先生 亞洲水泥 459,350 110,877 — 570,227 0.02%
Oriental Industrial 2,000 — — 2,000 0.0004%

張振崑先生 亞洲水泥 29,745 5,358 — 35,103 0.001%
林昇章先生 亞洲水泥 16,892 476 — 17,368 0.0005%
徐旭平先生 亞洲水泥 13,454,981 — — 13,454,981 0.40%
王國明博士 亞洲水泥 — 1,841 — 1,841 0.00005%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及其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列入本公司存置之
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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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所持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據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深知，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擁有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的各名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股份之好倉
主要股東

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概約百分比

亞洲水泥（附註1） 實益擁有人及歸屬權益 1,136,074,000 72.51%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投資經理 94,939,500 6.06%    

附註：

1. 亞洲水泥實益擁有本公司約67.73%權益。而亞洲水泥擁有約99.96% 權益之Asia Cement Singapore則持有本公司約4.07%權益，故此，

亞洲水泥被視為擁有本公司約4.07%權益。此外，由U-Ming Marine Transport Corporation擁有99.99%權益之U-Ming Marine Transport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全資擁有的Falcon Investments Private Limited持有本公司約0.71%權益。U-Ming Marine Transport Corporation由

亞洲水泥擁有38.66%權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亞洲水泥被視為擁有本公司約0.71%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知會本公司，彼等在本公
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批准及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條款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7章之條文釐定。購股
權計劃旨在就合資格人士於推動本公司利益所作出貢獻及不懈努力提供獎勵或回報，有助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招攬及留聘
能幹僱員。

董事可酌情向董事會全權酌情選擇之合資格人士（即本集團之全職或兼職僱員、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或
顧問或董事會全權酌情認為曾對或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任何人士）提呈認購股份。

根據購股權計劃或根據本公司採納且上市規則第17章條文適用之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時，初
步發行之股份最高數目不得超過於上市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10%（相當於15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即本中期報告日期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9.57%）。根據購股權計劃或根據本公司採納且上市規則第17章條文適用之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但尚
未行使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時可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股份總數30%。

除非本公司股東批准，否則根據購股權計劃或根據本公司採納且上市規則第17章條文適用之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向各參與
人士授出之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未行使之購股權）獲行使時，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於任何12個月期間不
得超過於授出日期之已發行股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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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本公司可於授出時訂明歸屬期、行使期及歸屬條件，而購股權將於有關授出日期起計不多於10年屆滿。現時並無一般規定
限制購股權必須於持有任何最短期限方可行使，惟董事會有權酌情於授出任何特定購股權時規定該最短期限。

授出購股權時，本公司可訂明購股權獲行使前須達致之表現目標。購股權計劃並無載有任何表現目標。

承授人就接納授出之購股權時應付1.00港元。購股權涉及之本公司股份認購價不得低於以下最高者：(i)股份於授出日期在
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收市價；(ii)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平均收市價；及(iii)股份於授
出日期之面值。

購股權計劃將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屆滿。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或截至本中期報告日期止，概無根據購股權計
劃授出購股權。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一切守
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1.8條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1.8條規定，本公司須安排購買合適保險以就向其董事提出之法律訴訟給予保障。透過定期及
適時地與董事及本集團管理層溝通，本集團管理層深信，所有可能向董事提出之申索及法律訴訟能有效處理，且董事遭確
切起訴之機會甚微。然而，董事會將不時因應當時情況檢討此安排，並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安排投購適當保險以給予保障。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遵照企業管治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制訂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
包括檢討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目前，審核委員會由詹德隆先生（主席）、徐旭東先生及李高朝先生組
成，彼等均為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認為中期業績的編製符合相關的會計
準則和要求，並已作出充分的披露。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企業管治守則規定成立薪酬委員會，並制訂其書面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檢討董事及高級管
理人員的薪酬待遇、花紅及其他酬金。目前，薪酬委員會由王國明博士（主席）、徐旭東先生及詹德隆先生組成，彼等均為
非執行董事。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企業管治守則規定成立提名委員會，並制訂其書面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之主要職務為檢討董事會的架構、
人數及組成，及物色具備合適資格成為董事會成員之人士。目前，提名委員會由徐旭東先生（主席）、詹德隆先生及王偉先
生組成，彼等均為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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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獨立委員會。獨立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檢討本集團、亞洲水泥及遠東集團之間進行的交易及評估當中有否
涉及任何潛在利益衝突。除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之售股章程中「與亞洲水泥的關係」及「關連交易」兩節中及日
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公佈所披露者外，於回顧期間並無發現其他持續關係或潛在利益衝突事宜。

購買、銷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銷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
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整個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所獲得之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深知、所悉及確信，董事確認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維持
上市規則項下規定之足夠公眾持股量。

鳴謝
董事會謹此感謝本集團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熱誠投入和辛勤工作，同時亦感謝股東、業務夥伴、銀行及核數師期內對本集
團的鼎力支持。

承董事會命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

主席
徐旭東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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