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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Asia Cement (China) Holdings Corporation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43）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收 益 減 少 約 14%至 人 民 幣 10,823,800,000元（ 二 零 一 九 年： 約 人 民 幣
12,608,700,000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 2,668,700,000元（二零一九年：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 3,147,300,000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1.703元（二零一九年：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2.009

元）。

‧ 董事會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51.1分。



– 2 –

財務報表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告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
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之比較數字。誠如本公告「審閱未經審核年
度綜合業績」一段所述原因，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綜合業績審計程序尚未完成。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益 3 10,823,753 12,608,716

銷售成本 (6,304,971) (7,289,590)   

毛利 4,518,782 5,319,126

其他收入 4 274,258 238,252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27,003) (23,302)

信貸損失撥備淨額 (115,231) (45,058)

分銷及銷售開支 (435,567) (447,454)

行政開支 (396,602) (428,509)

融資成本 (135,934) (267,721)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10,196 9,57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6,138) (4,833)   

除稅前溢利 3,686,761 4,350,080

所得稅開支 6 (936,352) (1,119,984)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7 2,750,409 3,230,096   

應佔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668,708 3,147,340

非控股權益 81,701 82,756   

2,750,409 3,230,096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
基本 9 1.70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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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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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6,580 8,077,172

礦場 999,574 964,761

投資物業 123,247 82,420

商譽 554,241 554,241

其他無形資產 4,822 3,571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60,515 56,49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18,025 725,122

遞延稅項資產 110,571 82,222

使用權資產 802,275 819,682  

10,959,850 11,365,682  

流動資產
存貨 10 608,368 674,380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2,385,038 3,962,640

應收票據 2,401,163 –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4,224 15,959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 10,014

受限制銀行存款 – 14,503

銀行結餘及現金 5,275,608 7,942,576  

10,674,401 12,620,072  

流動負債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204,170 2,174,123

合同負債 229,310 185,525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13,490 5,563

應付稅項 494,122 555,414

借貸－一年內到期 872,988 4,770,215

租賃負債 6,007 4,512  

2,820,087 7,695,352  

流動資產淨值 7,854,314 4,924,72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8,814,164 16,2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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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借貸－一年後到期 2,099,171 1,444,094

遞延稅項負債 47,176 70,555

環境恢復撥備 38,161 36,734

租賃負債 98,428 96,025  

 2,282,936 1,647,408  

 資產淨值 16,531,228 14,642,99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140,390 140,390

儲備 16,008,693 14,123,4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6,149,083 14,263,801

非控股權益 382,145 379,193  

 權益總額 16,531,228 14,64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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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七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二零零三
年修訂本）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起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於台灣註冊成立之亞洲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而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
點位於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03號力寶禮頓大廈11樓B室部分。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連同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生
產及銷售水泥、混凝土及相關產品。

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功能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2. 應用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強制生效之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就編製於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提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之修訂以及下
列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國際財
務報告詮釋委員會」）頒佈之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8號（修訂本）

重大性之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
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7號（修訂本）

利率指標變革

除上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提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之修訂以及經修訂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
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重大性之定義的影響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修訂本為
重大提供新定義，其中說明「倘遺漏、錯誤陳述或隱瞞資料可以合理預期將影響一般用
途財務報表之主要用戶基於提供有關指定報告實體之財務資料之財務報表所作決定，
則該資料屬重大。」該等修訂本亦澄清，在整體財務報表之範圍內，重大性取決於資料性
質或幅度（不論個別或與其他資料結合使用）。

於本年度應用修訂本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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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之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其相關修訂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減條的修訂 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提述概念框架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
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2階段 5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資 3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及非流動 1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實務聲明（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1

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定義 1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 2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繁重合約－履約成本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之
年度改善 2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其他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可見未來不會對綜合
財務報表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3. 收益

(i)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分拆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某一時間點確認
銷售水泥產品及相關產品 10,242,944 11,796,770

銷售混凝土 580,809 811,946  

10,823,753 12,608,716  



– 7 –

(ii) 客戶合約之履約責任

銷售水泥產品及相關產品（收益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本集團向客戶及分銷商銷售水泥產品及相關產品以及混凝土。

當貨品之控制權已轉讓，即當貨品已交付至客戶及經銷商指定之地點（交付）時確認
收益。於交付後，客戶及經銷商可全權酌情決定發貨方式及貨品售價，並承擔轉售
貨品之主要責任及貨品報廢及損失之風險。於控制權轉移後，水泥客戶之信貸期一
般為30至180日，而混凝土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為180至365日。

根據本集團標準合約條款，客戶有權於30日內更換不合規產品。本集團利用其累積
之過往經驗，使用預期價值法估計組合層面之更換次數。於認為不大可能發生已確
認累計收益會重大撥回時，確認銷售收益。如銷售收益未予確認，則會確認合約負
債。當客戶行使其權利時，本集團收回產品的權利被確認為退貨資產的權利以及對
銷售成本的相應調整。

(iii) 分配至客戶合約餘下履約責任之交易價

銷售水泥產品、混凝土及相關產品之所有履約責任均為期一年或以下。誠如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允許，並無披露分配至該等未完成合約之交易價。

4. 其他收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政府補助收入 84,609 48,967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76,499 162,183

應收票據利息收入 3,712 –

銷售廢料 3,943 21,831

運輸收入 2,194 2,155

租金收入，扣除支出（附註） 3,066 2,330

合營企業利息收入 235 786  

274,258 238,252  

附註： 產生收入引致之直接經營開支約為人民幣1,861,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1,42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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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匯兌虧損淨值 (7,019) (10,082)

出售╱撇銷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35,230) (11,420)

處置使用權資產收益 13,066 –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虧損） 2,180 (7,310)

收回核銷之壞賬 – 5,510  

   

(27,003) (23,302)  

6.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852,178 1,015,384

已付預扣稅 125,928 79,65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9,974 2,776

遞延稅項 (51,728) 22,165  

936,352 1,119,984  

中國企業所得稅以中國集團實體之應課稅收入按現行稅率計算。

於本年度，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相關稅率介乎15%至25%不等（二零一九年：介乎15%至
25%不等）。

根據《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國家稅務總局財稅 2011 

58號），四川亞東水泥有限公司（「四川亞東」）、四川蘭豐水泥有限公司（「四川蘭豐」）及四
川亞利運輸有限公司獲授予稅務優惠，於二零二零年按照15%（二零一九年：15%）之優惠
稅率支付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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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內溢利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年內溢利經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及攤銷
－物業、機器及設備 794,323 784,281

－礦場 71,087 285,359

－其他無形資產 1,708 1,362

－使用權資產 38,943 35,301
 

 

折舊及攤銷總額 906,061 1,106,303

減：存貨資本化 (664,740) (787,789)
 

 

 241,321 318,514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其他福利 543,917 570,74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附註） 4,446 28,810  

僱員成本總額 548,363 599,558

減：存貨資本化 (388,842) (429,470)  

 159,521 170,088  

核數師酬金 5,420 5,564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含環境恢復撥備
人民幣1,427,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5,456,000元）） 6,304,971 7,289,590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國政府因2019冠狀病毒病，有關部門授予之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相關政府援助金額為25,520,000元，已從本年度僱員成本抵銷。

8. 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年內確認為分派本公司普通股股東之股息：
二零一九年已派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50分
（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人民幣62分） 783,426 971,448  

董事會於報告期間結算日後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人民幣51.1分（二零一九年：每股人民幣50分），合共約人民幣800,661,000元（二零一九
年：人民幣783,426,000元）。本年度擬派末期股息須獲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
准，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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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按下列資料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2,668,708 3,14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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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公司於兩個年度均為未有任何已發行攤薄股份，並未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0. 存貨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件及配料 148,923 213,591

原材料 272,278 264,050

在製品 66,173 81,192

製成品 120,994 115,547  

608,368 67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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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交易應收款項 1,058,993 1,337,905

減：信貸損失撥備 (246,850) (232,032)  

812,143 1,105,873

應收票據 1,280,901 2,369,794

向供應商墊款 169,742 382,985

按金 14,127 16,136

預付款項 24,265 3,118

可退回增值稅 7,975 26,251

其他應收款項 85,640 58,483

其他應收款的信貸損失撥備 (9,755) –  

2,385,038 3,962,640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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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若干具備
良好信貸記錄或以票據方式結算之特定客戶則獲授予更長信貸期。

下表為交易應收款項（已扣除信貸損失撥備）截至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
析：

水泥 混凝土 合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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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380,431 387,161 134,215 175,349 514,646 562,510

91至180日 102,681 126,584 83,137 143,371 185,818 269,955

181至365日 854 3,985 65,618 140,137 66,472 144,122

365日以上 – 53,025 45,207 76,261 45,207 129,286      

483,966 570,755 328,177 535,118 812,143 1,105,873      

下表為應收票據（交易相關）截至報告期間結算日按客戶發出票據日期之賬齡分析：

水泥 混凝土 合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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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789,814 1,156,522 13,504 8,191 803,318 1,164,713

91至180日 471,283 1,190,216 6,300 2,000 477,583 1,192,216

181至365日 – 12,865 – – – 12,865      

1,261,097 2,359,603 19,804 10,191 1,280,901 2,36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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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交易應付款項 281,512 412,453

應計費用 187,627 149,654

應付採礦權出讓收益金 299,724 1,075,031

應付職員工資及福利 134,608 141,970

應付增值稅 104,741 156,025

應付建築成本 41,435 68,839

其他應付稅項 22,446 21,224

應付利息 1,765 6,883

於二零一四年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應付代價 24,385 72,738

其他應付款項 105,927 69,306  

1,204,170 2,174,123  

下表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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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264,584 375,252

91至180日 1,907 15,900

181至365日 5,541 10,911

365日以上 9,480 10,390  

281,512 412,453  

交易應付款項主要包括交易採購之未付款項。交易採購之平均信貸期為 30至90日。本集
團訂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信貸期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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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股數 款額

於綜合
財務報表

所示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10,00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1,566,851,000 156,685 140,390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一、 業務回顧

（一） 國家及行業宏觀概況：

二零二零年，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國家及時採取多項措施進行
疫情防控並加快推進復工復產，確保了經濟平穩復甦，各項指標快速
修復。截止二零二零年底，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 2.9%；基礎設
施投資同比增長 0.9%；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 7%。二零二零中國
GDP突破人民幣100萬億元，同比增長2.3%，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
增長的主要經濟實體。

水泥行業年內儘管受到了疫情和汛情的雙重影響，但在作為經濟穩增
長重要支撐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帶動下，以及房地產投資保持平
穩增長的有力支撐下，市場快速恢復，扭轉了疫情前期水泥需求同比
大幅下降的局面，全國全年水泥產量達到23.77億噸，同比增長1.6%。

二零二零年國內新增28條新型乾法水泥熟料生產線，與二零一九年相
比增加12條，累計新增產能3,395萬噸。二零二零年國內累計淘汰落後
熟料產能2,520萬噸，同比增長52.3%，其中西北地方減少最多，達1,000

萬噸，其次是華東800萬噸、西南 370萬噸、東北 35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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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團業務概況：

二零二零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面對疫情及諸多市場不確定性因素
的挑戰，本集團堅持推動變革創新，積極創建綠色工廠、智慧工廠，
尋求轉型升級。主要概述如下：

第一，本集團致力於先進工藝、環保理念，提升效率的同時更加注重環
境保護。為回應國家綠色發展理念，本集團在礦產資源開發及產品生
產過程中，實施科學開採與安全標準化建設，形成資訊數位化管理、
資源綜合利用的綠色永續礦業發展新模式。二零二零年九月黃岡亞東
水泥成功入選國家「第五批綠色工廠名單」；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份，江
西亞東水泥所屬「新屋田灰岩礦」及「下張水泥用灰岩礦」兩座礦山獲
評綠色礦山。本集團的「綠色發展理念」深獲社會肯定。生產環節，本
集團秉持超低能耗、超低排放及環保治理的理念，持續推動電改袋收
塵、脫硫脫硝、廢棄物處理及永磁電機設備應用等工藝改造，不僅實
現了能耗的降低及資源配置的優化，還提升了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
並且保護了環境。

第二，受年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長江中游暴雨衝擊，市場需求受挫，
致本集團上半年銷量下滑。業務團隊一方面全力穩固以南昌、九江、
武漢、成都為中心的核心市場份額；一方面根據大數據分析各區域營
利能力，進一步優化銷售結構；從而實現本集團銷量在第三季維穩，
第四季則連續三個月屢創歷史發貨新高。同時，優化業務員薪酬制
度，精簡人員編制，激勵業務團隊更聚焦服務客戶與公司盈利。全新
改版客戶APP上線、一卡通發貨系統投入使用等一系列措施，使客戶
服務全面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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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常態下，本集團轉以線上培訓、線上會議為主要方式，堅持
人才儲備與培養計畫。二零二零年，本集團為加速培養基層人才及中
層幹部，開始實行跨公司、跨部門的中堅人員輪調，給予員工更多資
源與平台，有效提升員工綜合業務能力。促使本集團人才梯隊建設更
趨合理化，專業人員儲備更趨充足。推動人員精簡，組織變革，定崗
定編；上線員工版手機APP，上線網路安全准入系統，提升了員工工
作績效，促進了辦公便捷性，增強了公司網路保密性、安全性。

二零二零年因武漢市及周邊地區受疫情影響較大，本集團熟料產量
2,391萬噸，較二零一九年縮減3.8%；水泥及熟料總銷量2,884萬噸，較
二零一九年縮減5.3%。本集團各主要銷售區域價格一直保持相對高位
運行，二零二零年本集團獲利27.5億元。

表一：銷量統計（單位：千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未經審核） （經審核） (%)

水泥 26,786 28,652 (6.5)

熟料 2,058 1,816 13.3

高爐礦渣粉 337 365 (7.7)   

29,181 30,833 (5.4)   

表二：水泥分區銷量統計（單位：千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未經審核） （經審核） (%)

東南區 12,808 13,643 (6.1)

華中區 5,446 6,160 (11.6)

西南區 8,532 8,849 (3.6)   

26,786 28,65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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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高低標號水泥銷售統計（單位：千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銷量 比例 銷量 比例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高標水泥 25,284 94 26,708 93

低標水泥 1,502 6 1,944 7    

26,786 100 28,652 100    

表四：包散裝水泥銷售統計（單位：千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銷量 比例 銷量 比例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散裝水泥 23,808 89 25,032 87

包裝水泥 2,978 11 3,620 13    

26,786 100 28,652 100    

表五：各區市佔率統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九江 29% 36%

南昌 24% 25%

武漢 18% 23%

成都 33% 42%

揚州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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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

收益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銷售水泥、混凝土及相關產品。如下表所示，
二零二零年本集團之收益為人民幣10,823,800,000元，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
12,608,700,000元減少人民幣 1,784,900,000元或 14%。收益減少主要由於本集
團產品銷量及平均售價於二零二零年下降所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東南區 5,551,979 51 6,126,007 49

華中區 1,970,676 18 2,476,297 20

西南區 3,301,098 31 4,006,412 31    

10,823,753 100 12,608,716 100    

就二零二零年收益貢獻而言，水泥銷售額佔86%（二零一九年：86%），而混
凝土銷售額則佔 5%（二零一九年：6%）。下表顯示報告期間按產品劃分之
銷售額分析︰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水泥 9,264,298 86 10,887,452 86

熟料 579,732 5 582,463 5

預拌混凝土 580,809 5 811,946 6

高爐爐渣粉 105,451 1 113,250 1

其他 293,463 3 213,605 2    

10,823,753 100 12,608,7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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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煤及電力成本）、
僱員薪酬及福利、折舊及攤銷以及其他經常性成本。於二零二零年，本
集團之銷售成本由二零一九年人民幣7,289,600,000元減少約14%至人民幣
6,305,000,000元，此乃由於水泥產品銷量減少所致。

二零二零年之毛利為人民幣4,518,800,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5,319,100,000

元），即毛利率42%（二零一九年：42%）。毛利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產品銷
量及平均售價較去年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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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政府補貼、運輸收入、利息收入及廢料銷售。於二零二
零年，其他收入為人民幣274,300,000元，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238,300,000元
增加人民幣36,000,000元。其他收入增加乃因二零二零年之政府補貼增加
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益及虧損主要包括匯兌收益或虧損、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或減少、
出售租賃土地收益以及出售╱撇銷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於二零二零年，
其他虧損為人民幣27,000,000元，較二零一九年的其他虧損人民幣23,300,000

元增加人民幣 3,700,000元。虧損增加，主要由於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及出
售租賃土地收益增加，以及出售╱撇銷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虧損增加。

分銷及銷售開支、行政開支及融資成本

於二零二零年，分銷及銷售開支由二零一九年人民幣 447,500,000元減少至
二零二零年人民幣 435,600,000元。主要由於二零二零年水泥產品的運輪成
本增加、以及僱員薪酬及福利及裝卸費用減少。

行政開支（包括僱員薪酬及福利、折舊開支及其他一般辨公室開支）由二零
一九年人民幣428,500,000元減少約7%至二零二零年人民幣396,600,000元。
該減少歸因於本集團二零二零停工損失增加，以及僱員薪酬及福利及其
他開支減少。

融資成本減少 49%主要由於銀行借貸金額較二零一九年減少所致。

除稅前溢利

基於上述因素，二零二零年除稅前溢利減少人民幣663,300,000元，構成溢
利人民幣3,686,800,000元（二零一九年：溢利人民幣4,350,100,000元）。

所得稅開支

於二零二零年，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九年人民幣 1,120,000,000元減少人民
幣183,600,000元或約16%，至人民幣936,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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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控股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非控股權益為人民幣 81,700,000元，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
82,800,000元減少人民幣1,100,000元或約1%，主要由於江西亞東溢利貢獻減
少所致。

年內溢利

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之溢利淨額為人民幣2,750,400,000元，較二零一九年
溢利人民幣 3,230,100,000元減少人民幣479,700,000元。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財務狀況維持穩健。資產
總值減少約10%至人民幣21,634,30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人民幣23,985,800,000元），而總權益則增加約 13%至人民幣16,531,200,000元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4,643,000,000元）。

受限制銀行存款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受限制銀行存款以及銀行結餘
及現金約為人民幣5,275,60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957,100,000元），當中約 95%及約5%分別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餘額則以
港元及新加坡元計值。

現金流量

本集團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主要來自銷售水泥及混凝土產品所得款
項。本集團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主要用於原材料採購、支付燃料及能源、
分銷成本及僱員薪酬。經營業務所得現金由二零一九年人民幣4,883,300,000

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人民幣 5,017,100,000元。

本集團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關連公司還款、出售物
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本集團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主要包括購買有擔
保應收票據、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土地使用權、支付採礦權收益金。於
二零二零年，本集團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3,434,700,000元，較二
零一九年人民幣 216,600,000元增加。

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 4,249,400,000元（二
零一九年：人民幣1,732,800,000元）。主要歸因於支付股息及償還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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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481,200,000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68,500,000元），而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承擔則約為人民幣38,50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36,100,000元）。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主要與購置新生產
線之機器及設備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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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貸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借貸概述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短期借貸 872,988 29 4,770,215 77

長期借貸 2,099,171 71 1,444,094 23

列值貨幣
－人民幣 310,000 10 1,940,000 31

－美元 2,662,159 90 4,274,309 69

借貸
－無抵押 2,972,159 100 6,214,309 100

利率
－人民幣定息借貸 310,000 2.98%至3.30% 1,940,000 3.60%至3.85%

－美元定息借貸 2,564,285 0.91%至1.05% 3,778,999 2.49%至3.73%

－美元浮息借貸 97,874 倫敦銀行
同業拆息加
0.8%或台灣

銀行同業拆息
加0.6%

495,310 倫敦銀行
同業拆息加

1%或台灣
銀行同業拆息

加0.6%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本 集 團 未 動 用 之 信 貸 融 資 為 人 民 幣
11,275,900,000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約為24%（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9%），乃分別按照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負債總額及資產總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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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或質押任何資產。

或然負債

於本報告日期及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會並不知悉有任何
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3,813名僱員。本集團根據中國
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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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計劃，並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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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採納購股權計劃，據此，合資
格董事及僱員因應彼等過往及日後為本集團之增長所作出貢獻獲授多份
可認購本公司普通股之購股權。該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
日到期並失效。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概無進行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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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貨幣。人民幣未來匯率或因中國政府可施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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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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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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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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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展望

（一） 行業挑戰：

就水泥行業而言，二零二一年面臨不確定性因素仍在增加，主要體現
在如下幾點：

第一，政府對房地產政策調控不放鬆，市場資金緊張。二零二一年「房
住不炒」「因城施策」仍將是調控的主基調。「三條紅線」調控政策出台，
房企將面臨大量債務和現金流問題，房地產行業或面臨洗牌與重組。

第二，進口熟料增加及新增熟料產能制約產品價格。二零二零年我國
全年熟料進口總量超過3,000萬噸，較二零一九年增加59%，預計二零
二一年進口熟料仍將繼續增長。另二零二零年新增熟料產能 3,395萬
噸，加劇產能過剩情況，產品價格將受到較大制約。

第三，環保投入持續增加，企業成本同步提升。國家對於環保治理的
要求日趨嚴格，企業對減排及環境治理不斷的投入，加上礦山資源緊
缺，煤炭等各種原料成本價格上漲，導致生產成本上升，為水泥業帶
來挑戰。

第四，成都市、武漢市受周邊地區產能不均衡、錯峰生產政策執行不
一致等因素影響，外省及周邊地區水泥不斷衝擊當地市場，成都、武
漢量價俱受影響。

（二） 行業趨勢：

雖在需求側與供給側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但利好因素也同樣顯著。
二零二一年機遇與挑戰並存，本集團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主要利好
因素有如下幾點：

第一，國家著重構建內循環，重點支持「兩新一重」建設。二零二一年
整個中央層面籌集超過 5萬億元資金，將圍繞「兩新一重」（新型基礎設
施建設，新型城鎮化建設，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擴大基建投
資，水泥總體需求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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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錯峰生產常態化運行利於行業穩定。國家發佈《關於進一步做好
水泥常態化錯峰生產的通知》，推動全國水泥錯峰生產地域和時間常
態化。對新冠肺炎疫情後的「十四五」規劃水泥行業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對未來水泥行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大的政策保障。

第三，減量置換政策從嚴，利於遏制新增產能、淘汰落後產能。二零
二一年將實施的《水泥玻璃行業產能置換實施辦法（修訂稿）》中規定嚴
禁備案和新建擴大產能的水泥熟料項目；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區域產
能置換比例為2：1；非重點區域的產能置換比例分別為1.5：1；停產超
過2年，違反錯峰生產，明令淘汰的落後產能等生產線不予置換。此措
施從源頭把控好「嚴禁新增產能」的關口，從而能夠更好地化解產能嚴
重過剩矛盾。

（三） 本集團展望：

本集團預計，二零二一年水泥市場整體以平穩為主，行業將在較長一
段時間處於平台期。從需求端看，下游房地產、農村自建房等需求會
減少，但基建仍會保持增長，因此需求仍將平穩。展望二零二一年，一
至二月水泥價格季節性走低；隨著重大基建工程項目逐步落地開工，
預計水泥需求在三至四月開始大量釋放，水泥價格將逐步回升；與此
同時，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環保趨嚴的大背景下，各項去產能、優
結構的措施持續落實，水泥行業供需矛盾逐步緩和的大趨勢不會改
變。因此，本集團預計二零二一年水泥價格將維持高位平穩波動，農
曆春節後水泥需求波動中恢復平穩，下半年則維持旺盛需求。在挑戰
與機遇並存的情況下，二零二一年仍將大有作為。

二零二一年本集團綜合考慮疫情影響、經濟形勢、錯峰生產、環保整
治等多方因素，計劃銷售水泥及熟料3,054萬噸以上，較二零二零年之
2,884萬噸上升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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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新時代的變化，二零二一年本集團將繼續堅持高效率、高品質、
高環保及低成本的經營策略，同時尋求創新突圍，進一步推動企業智
慧化、數位化，綠色發展，並創新利潤增長點，踐行長久以來「誠、勤、
樸、慎、創新」的企業文化。作為一家富有底蘊、進取創新、永續經營
的國際性集團，亞泥（中國）必將以更加優異的績效，為國家、為社會、
為股東、為員工創造更大的價值。

其他資料

末期股息

為答謝本集團股東之不斷支持，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51.1分，惟須獲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
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

審閱未經審核年度綜合業績

由於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需要額外時間以便獲取所需有關本集團投資美
元票據之進一步資料，因此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綜合業績
的審計過程尚未完成。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9(1)條和第13.49(2)條的規定，本報告所載未經審核的年度綜合業績未經核
數師同意。經核數師同意的年度綜合業績與未經審核年度綜合業績相比的重
大差異（如有）將在審計過程完成後作出進一步公告。本公司預計將在二零二一
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獲得核數師的同意，並在適當時發佈進一步公告。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未經審核年度綜合業績，已由本公
司審核委員會審核，該委員會包括全體非執行董事詹德隆先生（主席）、徐旭東
先生及李高朝先生，大部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進一步公告

完成審核程序後，本公司將會刊發有關 (i)核數師同意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經審核年度綜合業績及與本公告所載未經審核年度綜合
業績比較的重大差異（如有）；(ii)本公司召開股東周年大會的日期；及 (iii)為確
定股東出席應屆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及確定股東獲派末期股息
的資格而暫停本公司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的期間。此外，如在完成審核程序
過程中有其他重大發展，本公司將在必要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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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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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遵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制訂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包括檢討本集
團之財務申報、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目前，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全體非
執行董事詹德隆先生（主席）、徐旭東先生及李高朝先生，大部分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和外部審計師檢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亦
已審閱核數、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本公司向全體董
事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其董事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
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購買、銷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
買、銷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刊登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年度未經審核業績公告將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com.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achc.com.cn)刊載。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本公司股東寄發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年報，並於上述網站刊載。

本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的財務資
料尚未經審核且未取得核數師同意。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
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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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董事會謹此感謝本集團管理層及全體員工之熱誠投入和辛勤工作，同時亦感
謝報告期間股東、業務夥伴、銀行及核數師對本集團之鼎力支持。

承董事會命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

主席
徐旭東

香港，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徐旭平先生、張才雄先生、吳中立博士、張振崑先
生、林昇章先生及吳玲綾女士；非執行董事兼主席為徐旭東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詹德隆先生、王偉先生、李高朝先生及王國明博士。


